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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进口助力高质量发展
——首届进口博览会释放经济新信号
还有不到一个月，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开幕。作
为我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标志性工程、今年四大主场外
交的“压轴戏”，进口博览会在给世
界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将助力中
国经济行稳致远和高质量发展。
■降关税、办进口博览会，中
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政策信号
今年国庆前夕，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降低部分工业品等商品
的最惠国税率，涉及 1585 个税目，
约占我国税目总数的 19%。
包括 5 月 1 日起对绝大多数进
口药品实施零关税，7 月 1 日起降
低汽车及零部件、部分日用消费品
进口关税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
实施 4 次自主降税，使得关税总水
平由上年的 9.8%降至 7.5%，平均
降幅达 23%。
如果说下调关税是降低进口
的“硬成本”，即将在上海举行的进
口博览会，将搭建交流平台，降低
进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硬”
一“软”之间，中国扩大进口的政策
信号十分积极、明确。
“举办进口博览会是我国的一
大创举。”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
投资研究部主任刘英奎说，从世界
范围看，博览会多是促进出口，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
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
览会。从中国角度看，进口博览会

的举办意味着我国从过去的鼓励
出口，向扩大进口、进口与出口并
重转型，是我国外经贸发展的标志
性事件。
在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
看来，扩大进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必然趋势。
“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
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就要更好
地全方位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出口
和进口长期一只腿长而另一只腿
短是不行的。我们要用进口博览
会的‘四两’，拨动扩大进口的‘千
斤’
。
”
■增加百姓福祉、助推产业升
级，办好进口博览会“惠人惠己”
在一部分人眼里，出口是赚钱
的买卖，进口是花钱的买卖，对于
进口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实践中不
如出口。而事实上，办好进口博览
会、主动扩大进口，除了惠及世界
各国，也将给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重要支撑。
——从需求侧看，中央财经大
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张晓涛认为，举
办进口博览会有助于满足国内消
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让百姓
在家门口以实惠的价格买到世界
各地的优质商品 。
来自加拿大的北纬 50 度生态
集团总经理刘宏说，得益于冷链物
流的普及和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政
策，
在加拿大捕捞的三文鱼、
生蚝、
龙
虾、
象拔蚌等水产品，
36小时就能送
到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餐桌上。

“7 月 1 日起，水产品关税大幅
下调，这让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
更有竞争力。”刘宏说，企业计划亮
相 11 月举行的首届进口博览会，
为枫树汁等加拿大居民喜爱的食
品寻找
“中国粉丝”
。
除 了 加 拿 大 海 鲜 ，新 西 兰 牛
奶、南美水果等“网红”产品也在加
快进入千家万户。
“ 进口确实是花
钱的买卖，但从消费升级的角度
看，
这个钱花得值。
”白明说。
—— 从 供 给 侧 看 ，刘 英 奎 认
为，通过举办进口博览会，展示国
外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一来
可以把部分贸易转化为外商投资，
二来有利于国内外企业近距离交
流、合作，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
级是有好处的。
长 20 米、宽 10 米、高 8 米，占
地面积达 200 平方米，总重达 156
吨……首届进口博览会上“吨位”
最大的展品是德国瓦德里希科堡
公司研发的机床“金牛座”龙门铣，
被拆分成 26 件货物、装进 12 个集
装箱，
9 日从海路运抵上海。
中国机床总公司负责人梁枫
说，全球机床行业的八家龙头企业
将在进口博览会“争奇斗艳”，其中
十余台机床展品是中国、亚洲乃至
世界首发，
“金牛座”龙门铣便是其
中之一。德国瓦德里希科堡公司首
席代表刘中柏表示，这台机床精度
达到了 4 微米，能够加工各种复杂
零件，
在汽车、航空航天领域都可适
用。
“希望能借助进口博览会，
为
‘大

块头’
在中国找到一个新家。
”
■以进口博览会为平台，推动
全球经贸合作
2015 年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
中智中心，目前已成为首届进口博
览会 30 家“6 天+365 天”常年展示
交易平台之一。最近一个月来，中
智中心负责人邬远峰很忙碌，除了
将智利车厘子等水果引入中国，他
还在筹划一个经贸论坛。
“智利的风能太阳能资源非常
丰富。我们打算在博览会期间办
一个新能源论坛，推动智利方面和
中国企业开展合作。
”邬远峰说。
买卖只是第一步，在扩大进口
的基础上，进口博览会也是全球经
贸合作的大平台。刘英奎说，通过
举办进口博览会，减少一些国家对
华贸易逆差，优化我国的贸易环
境，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
合作。
进口博览会搭建的经贸合作
平 台 ，具 有 包 容 性 、互 惠 性 的 特
点。全球 44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
有 超 过 30 个 前 来 参 加 进 口 博 览
会。进口博览会还为参会的最不
发达国家免费提供两个标准展位。
白明说，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的背景下，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
表明了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和维护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
“一
届成功的进口博览会可以向外界
展示，如果错失中国市场，将丧失
多少商业机会。
”
（新华社）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
正式启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
者 10 日从故宫博物院获悉，
“故宫
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当日正式启
动。北院区建成后，
将有效扩大故
宫博物院的文物展示数量，
为大型
文物提供展示空间，
同时运用先进
建造技术提升展示水平。目前，
该
项目正式开展现场地质勘查和考
古勘探。
据介绍，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西玉河村
范围内，项目总用地面积 62.01 公
顷，总建筑面积 102000 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文物展厅、文物修护
用房、文物库房、数字故宫文化传
播用房、观众服务用房、综合配套

设施用房等。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
示，北院区最重要的功能是文物
保护修复中心，用以解决故宫博
物院大量大型珍贵文物因场地局
限而长期无法得到抢救性保护和
有效展示的问题。同时，把文物
修复的传统技艺，即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技能展示给观众，使社
会公众可以参观文物藏品保护修
复的过程。
此外，
北院区中面积规模最大
的是展览空间，
通过大规模现代化
常设展厅和一系列专题展厅、临时
展厅，
使展示文物数量有望超过故
宫博物院本院的展品数量。

香港将成立专门机构统
筹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金秋十月，山东省
临沂市郯城县 10 多万
亩“股 份 水 稻”喜 获 丰
收。据了解，当地农民
将土地作为股份加入
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
管理经营，农民除每月
可获得固定的酬劳外，
年底根据收益还可分
得红利。
图为 10 月 10 日农
机手驾驶收割机收获
“股份水稻”。
新华社发

从民生关切中找到民生动力
国计，
民生；
民生，
民心。
如果把40年改革开放浓缩成一
首壮丽诗篇，
民生必然是意蕴丰富的
“题眼”
；
如果将40年风雨历程谱一曲
时代华章，
民生必然是最撼人心魄的
“强音”
；
如果给中国梦绘一幅通景画
卷，
民生也依然是生动传神的
“点睛
之笔”
。
民生改善是梦想抵达的最好诠
释。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世界经济复
苏乏力、
国内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
况下，
我国各项民生指标逆势上扬：
建立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
为亿万人
民生活兜底；
破解空前艰巨的就业难
题，
就业人数达到7.7亿；
实行卓有成
效的扶贫攻坚，全世界每 10 个人脱
贫，
就有超过7个来自中国……
正是有诸多的获得感、
稳稳的幸

10 月 9 日，一场由到访的中国女篮球员与朝鲜女篮球员参加的友
谊赛在朝鲜首都平壤柳京郑周永体育馆内举行，
两支由中朝球员混编而
成的球队，
为朝鲜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比赛双方分别为友谊队
与团结队，每队 12 名球员中，中国球员与朝鲜球员各占 6 名，最终团结
队以 107 比 106 险胜友谊队。
新华社发

福感作证，
儿时曾经的生活痛感，
如
今再忆，
已经变成了甘甜的回味。
爬 坡 过 坎 惟 难 ，滚 石 上 山 尤
难。当前正是发展的关键期、改革
的攻坚期，加之外部环境发生明显
变化，民生领域存在的一些短板需
要补齐，
民生关切也不时出现。
当前，
民生指向的不仅是
“吃饱穿
暖”
“吃好穿好”
的物质需求，
而是要解
决深层次痼疾、
满足群众深层次需求
——更有尊严的生活、
更加丰富的权
利、
更为出彩的人生。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再上层楼、
更进一步之际，
我们面
临既要去产能、
去杠杆，
又要守底线、
稳就业的难题；
我们要
“金山银山”
，
又
要
“绿水青山”
……从养老到医疗，
从
教育到就业，
许多
“两难问题”
亟待破
解，
许多
“民生关切”
需要回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保障
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把
改善民生放在心头，
就要把改革责任
扛在肩上，
从民生关切中找到民生动
力，把民生诉求转化为改革的方程
式，
求解民生考题的步骤，
就是推动
发展的进程。
40年改革开放，
40年经济发展，
40 年民生改善，其内在规律已经表
明，
改革硬碰硬，
民生实打实。改善
民生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
而是社会
进步的增长点、
动力源。从几千万贫
困人口脱贫释放的巨大消费潜力，
到
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激发的
市场新需求，
再到养老、
环保等产业
广阔的发展前景，
都说明新的增长点

就蕴含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突出问题当中，
就蕴含在13亿多人
的民生需求中。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我们要牢固
树立
“抓民生就是抓发展”
的发展观、
政绩观，
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
障，
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
务，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
“天下顺治在民富，
天下和静在
民乐”
。40年改革开放已经证明，
我
们用奋斗改变了亿万人民的命运；
历
史将继续证明，探索中国道路的过
程，
就是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
就是
亿万人民与祖国共同成长的过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化民
生关切为民生动力，
中国改革发展就
会永不止步。
（新华社）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0 日电 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0 日发
表施政报告时指出，
特区政府将成
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
会”，全面统筹参与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
为香港未来发展寻找机遇。
林郑月娥将担任该委员会主
席，成员包括所有司局长。她表
示，
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带来经济新
增长点，
并可拓宽香港居民生活空
间。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港珠
澳大桥和莲塘╱香园围新陆路口
岸相继开通，粤港澳“一小时生活
圈”
的布局已基本完备。
林郑月娥说，
中央自去年起陆

续宣布多项便利港人在内地居住、
工作和学习的措施，特别是今年 8
月国务院推出的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申领，更大大丰富了这个“生活
圈”
。
林郑月娥说，她今年 8 月 15
日在北京以成员身份出席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
会议，并在会上提出，
“ 一国两制”
是粤港澳大湾区独一无二的特色，
也是大湾区迈向国际的重要基础。
林郑月娥表示，
她将善用行政
长官作为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
通
过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寻找和发掘在
经济、
社会和民生各方面的机遇。

第 70 届法兰克福
国际书展开幕
新 华 社 法 兰 克 福 10 月 9 日
电 第 70 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9 日
晚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拉开
帷幕。
本届书展由格鲁吉亚担任主
宾国，其间将举办各类活动 4000
余场，不仅为版权交易、文化传播
和思想交流搭建平台，
还将通过创
新活动为在线教育、影视、游戏等
行业汇集信息。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莫盖里尼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
多样性是欧洲文化的真正力量。
德国书业协会会长海因里希·
里特米勒说，
社交媒体和各种娱乐

活动让人们阅读图书的时间越来
越少，但出版商和书商正努力“让
图书重新回到人们手中”。
据悉，
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会有
更多“中国身影”。广东广播电视
台《今日广东》栏目落地德国主流
电视台开播仪式、
“北京图书 40
年”
等活动都将在书展上举行。
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
据主办方介绍，
本届书展共吸引全
球 1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500 多家
参展商，
比上年增长近 3%。
本届书展从 10 日起正式对外
开放，
将于 14 日闭幕。

瞄准自主可控，狠抓人才科创，
着力打造经济发展的“最强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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