
中国平台已成世界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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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派谈进博会———

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

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各地对

改善营商环境已经形成共识，不

断推出改革举措。习主席在演讲

中提到，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

境排名，中国由 46 位上升到 31

位，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

开放和营商环境变化给予肯定和

支持。如今，在营商环境建设方

面，许多地方已经形成共识，竞相

推出改革举措，改善优化营商环

境，比如上海的“一网通办”正在

持续推进，对什么项目做哪些审

批、需要多长时间都逐渐量化，办

事规则透明化规范化，落到实处。

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可中国的

努力，世界银行的评价就是例证。

世界银行的相关工作人员认为，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市场

更多表现出多层次、大规模、多

元化的特点，不论是西方高科技

产品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和资

源型产品等，都可以在中国市场

找到顾客，进博会的连续举办，一

定会更好展现中国开放步子越来

越大的发展理念。通过进博会的

持续举办，世界还会更多看到中

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期待我

国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带动全球

贸易增长，抵消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的阴霾。

进博会将成长为多边自由贸

易的重要支撑极，以开放促改革、

大力提升营商环境，积极推动贸

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已成为中

国各地的共识，直接催化了全球

贸易增长。进博会一方面旨在促

进世界各国加强经贸交流合作，

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就是向世界宣示中国

新一轮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正

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进博会主

旨演讲中提出的论断：“我们将坚

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

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

院教授）

习近平主席连续两年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充分体现了中国政

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一贯立场，让世人看

到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应文科科研处邀请，我

校四位经济学专家专门撰稿，发出复旦学派的声音，为进博会喝彩！

第二届进博会于 10 日落幕，

累计意向成交 711.3 亿美元，比

首届增长 23%。可以说，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从无到有，非常短的

时间迅速吸引了世界各国和企业

广泛参与，成为全球贸易发展史

上的一大创举，更成为新时代国

际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

中国平台已成为世界大舞

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打开

国门搞建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

造福了世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为

中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给经济

全球化前景增添亮色。第二届进

博会的数据，再次证明，对外开放

这一“中国动力”会越来越强劲。

中国今天的伟大成就得益于开放

的世界，中国将继续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促创新，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化、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国也更愿意贡献发展

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第二届进博会落幕的数据也

证明，进博会不是中国的“独唱”，

而是世界各国的“大合唱”。对外

开放，不仅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

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以实

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的大国担当。中国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世

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

另一个数据也宣布了：2019

年天猫双 11 全球狂欢节，根据现

场实时数据，天猫双 11 开场仅

14 秒成交额破 10 亿。1 小时 3 分

59 秒成交额破千亿。中国不但成

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业制造大

国，更是世界的购买大国；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量更是名符其实，中

国不但能生产世界主要产品，更

有能力购买世界产品。

今天的进博会让更多国家见

证了中国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

中国震撼是用行动和事实创造出

来。今天的世界已离不开中国，明

天的中国更欢迎世界八方宾客共

赴“东方之约”，同享“中国机

遇”。 中国市场那么大，欢迎世

界各国都来看看，因为今日中国

已是名副其实的“机遇之国”。

第二届进博会的数据再次见

证，中国好，世界会更好，开放的

中国愿意迎接五洲宾客：中国张

开双臂拥抱世界，为世界经济增

长带来新的更多机遇。

美美与共，美人其美。中国愿

意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中国也更加期待世界各国共同扬

起合作之帆，乘着时代发展的东

风，推动世界经济之船扬帆远航，

驶向生机盎然的春天！（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专职副院长、教授）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以“开放合作，命

运与共”为题的主旨演讲，在世界

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赢得了国

际社会广泛的赞誉。

演讲大气磅礴，顺应全球化

的时代潮流，立足人类发展的道

德制高点，洋溢着建立在新中国

7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伟

大成就基础上的道路自信和制度

自信与海纳百川的大气、包容。当

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之中，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这

轮以资本自由流动为主要特征的

全球化浪潮，在遭遇了 2008 年金

融危机的荼毒，致使贫富差距扩

大、全球化负面影响显露之后，逆

全球化之风肆虐寰宇，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排外、反建

制，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筑墙、退

群成为另类时尚；前有特朗普鼓

噪“美国第一”，频繁挥舞增税大

棒和滥用实体清单；后有欧盟引

入“外资审核”机制等负面回应举

措。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与以邻为壑、封闭退

堵，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应

对之道截然相反，和习主席在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倡导

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顺应全球

化的思路一脉相承，此次演讲高

屋建瓴，强调“拉手”而非“松手”，

“拆墙”而非“筑墙”，一堵一疏，高

下立现。

把脉世界经济当下相互融

合、创新突破、包容互惠的发展新

趋势，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中国方案和倡议：秉持“共建、开

放、合作、创新和共享”理念，体现

了大国担当、引领作用和中国不

断增强的软实力、亲和力。

以言出必行，掷地有声的完

成承诺做注脚，取信于世界；以舍

我其谁，率先垂范的气派，勾勒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新蓝图。近年

来，迎着逆全球化之风，中国扩大

自贸试验区试点，不断缩短市场

准入的负面清单,从 2017 年的 95

项缩短到今年的 37 项；颁布和实

施新外商投资法，给予外商投资

者独资和国民待遇；扩大金融开

放，取消 QFII、RQFII 的配额限

制等；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从

2017 年世界排名第 78 位上升到

第 31 位；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实际成果回应外界有关我国市

场准入等扩大开放问题的质疑。

也使世界更加笃信中国必将践行

习主席此次提出的包括继续扩大

市场开放、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等五项庄严承诺和立足自身

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
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欧洲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欧盟让 - 莫内讲席

教授）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一周后，在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

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发

出“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的宣示和承诺。

“更高水平”体现在“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三个方面。

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从 2013 年上

海自贸试验区版的 190 条，减少到

2019 年全国版的 40 条和自贸试

验区版的 37 条。中国正在加快构

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全面开放格局，自贸试验区已经形

成了“1+3+7+1+6”共 18 家的“雁

阵”，内陆和沿边地区正从开放的

末梢变成开放的前沿。第二届进博

吸引了来自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93 家企业参展，181 个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与会，较第一届进博

会都有了较大提高。中国已经同

137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

19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从“大写意”

进入到“工笔画”阶段。

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宽。外

商投资的质量和能级不断提升，中

国资本“走出去”蹄疾步稳；出口的

对象和领域不断拓展，同时以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标志，不断扩大

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习近平

主席在主旨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中

国将推动进口和出口、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

贸易和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国

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

置、市场深度融合”。

对外开放的层次不断加深。中

国正在推进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

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自

贸试验区探索的改革开放制度创

新成果正在加速复制推广。2020

年 1 月 1 日，《外商投资法》将正式

实施。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 营商

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

由 46 位上升到 31 位，继去年排名

提升 32 位之后又进一步提升 15

位。中国积极推进的现代的、全面

的、高质量的和互惠的新的大型自

贸协定 RCEP 也已经完成谈判。

在全球化遭遇波折和挑战的

背景下，中国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

旗，坚守“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的承诺。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中国必将为共

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和开放共享

的世界经济作出更高水平的贡献。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秘书长）

世界更加笃信中国
丁 纯

中国宣示“更高水平开放”
尹 晨

中国优化营商环境
成效显著 令人振奋

沈国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