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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姚玉洁 周蕊

在中国的开放地标上海，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启幕进入30天倒计时。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进口博览会不是中国的独唱，而

是各个国家的大合唱”……全球首个以进

口为主题的博览会，见证中国推进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接力赛”。

下一站，上海！

继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接过中国主动开放的“接

力棒”。举办地上海，全城总动员进入“进

博时间”。

4 日上午，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场馆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首次全要

素合成演练，为即将到来的进口博览会做

好充分准备。

展厅发生火灾怎么办？有人晕倒昏迷

如何获得最快的救援？在前一阶段近10场
大型专项演练和60余场小型分项演练的基

础上，全要素合成演练覆盖入场演练小组、

论坛演练小组、突发应急演练小组等8个小

组，开展了15个方面的综合性演练。

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注重细节、精益

求精、压实责任……展馆内外，全面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全面优化交通组织、全面

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各项保障工作进入临

战实战阶段。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的 15条配

套道路建设完成，改建和集中控制系统建

设工作基本完成，重点配套项目虹桥商务

区二层步廊东延伸及五号停车场竣工；优

化提升会展中心周边交通一体化指引，开

发交通导引APP，地面公交增设 8条短驳

公交线，每天安排100辆应急公交备车，确

保交通“进得来、出得去、行得畅”……上

海，每一个细节全力以赴。

黄浦江 20公里岸线景观照明全面提

升，四座跨江大桥流光溢彩，相映成辉；千

万盆鲜花扮靓上海，香溢全城；25000名保

洁工人冲洗街道，清扫角落，让街头可“席

地而坐”……上海，用最精细的绣花精神

扮靓“盛世美颜”，赴“进博约会”。

确保酒店、网约出租车、周边停车场

不跟风“涨价”；滚动招募培训5000名志愿

者、组建 100个“青春上海”城市文明志愿

服务站点和 100支志愿服务队伍，多个小

语种志愿者随时在线……上海，捧出最热

情的心，真诚待客。

“上海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力做好各项组织筹备保障工作，不辜负

中央对上海的信任和重托。”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说。

进博热潮来袭

4日上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个

进口分拨集装箱顺利运抵上海吴淞海关

辖区。这个集装箱内有15票分拨单，涉及

菲律宾 15家参展商的 234件食品，包括芒

果干、巧克力、酒类和各种水果罐头等。

通过进口博览会“全程绿色通道”，从卸船

到仓储的全流程比常规作业时间缩短将

近2天。

目前，各类展品正从西欧、南太平洋、

中美洲、南部非洲飘洋过海、日夜兼程赶

往中国上海。

交易团的对接也如火如荼，进口博览

会的“溢出效应”正辐射至全国。中央企

业交易团、各地方交易团乃至国外的交易

商等都“摩拳擦掌”，提前与展商对接。苏

宁控股集团党委书记王哲说：“将至少通

过进口博览会引进 1000余种国内市场尚

未销售的进口产品和服务，今后 3年拿出

100亿欧元用于全球采购。”

无人仓库、无人驾驶、会与人协作的

机器人、“万物互联”的智能工厂、可见光

通讯技术、智慧机床……首届进口博览会

成为全球最新“黑科技”的竞技场。

本次博览会上体积最大的展品之

一——来自德国的“金牛座龙门铣”，正风

雨无阻赶往上海，上演自己的“亚洲首

秀”。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招展方之一、

中国机床总公司总裁梁枫介绍，全球机床

行业的8家龙头企业将推出10余台中国乃

至全球首发机床装备展品。不完全统计

显示，博览会上将迎来 100多项新产品和

新技术的首发。

GE医疗、强生医疗、罗氏、美敦力等一

批全球医疗巨头，将携全膝关节置换系

统、硬币大小的心脏起搏器、婴幼儿专用

核磁共振等一系列尖端医疗器械和诊疗

方案亮相博览会。

“中国号快车”为世界
带来新机遇

践行扩大开放决心的“中国号快车”，

正在成为世界的新机遇。

来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的数据显

示，进口博览会 2800多家参展企业中，不

仅有G20全部成员，覆盖超过 50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 44个最不发

达国家中，也将有超过30个前来进口博览

会，签约参展的企业达到150多个。

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向世界张开双

臂，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便车”。“中国拥有无数的机遇，能够获得

美妙的前景”，加中贸易理事会总裁尚茨

认为，进口博览会证明中国市场越来越开

放，加拿大企业未来必须积极“向东看、向

亚洲看、向中国看”。

中国自信、中国担当。延续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的热潮，首届进口博览会将

续写中非友好乐章。目前，进口博览会已

经有 43个非洲国家确认参会、190多个企

业确认参展，埃及的椰枣、埃塞俄比亚的

咖啡、南非的大象酒等将进入更多中国家

庭。

“博览会将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型的国际公共产

品。”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国家会

展中心董事长孙成海说，“如何让最不发

达国家参与进口博览会、分享中国的成

长，是此次博览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博览

会为每个参会的不发达国家免费提供2个

标准展位，最不发达国家反应积极。

不忘初心，与世界同行。在全球贸易

保护主义阴云不散的复杂形势下，进口博

览会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扩

大开放，坚定不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

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决心和

信心。

“进口博览会显示了中国贸易战略的

转变，体现了中国敢于承担大国责任、实

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决心，为中国向

世界阐释双向开放理念，倡导构建共商、

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舞台。”上

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

蓓文说。

在刚刚过去的 9月，美国人迈克成为

第一批开立A股个人证券账户的外国投资

者之一；瑞伯职业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

司总经理钟科，拿到了上海自贸区第一张

金融教育领域的外资培训机构营业执

照。在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号

角下，更多的开放举措与制度创新汇溪成

海，共同奏响一曲开放协奏曲。

新华社上海10月6日电

新华社上海10月6日电（记者

王辰阳）全影型声屏障、墨水屏公交

站牌、后视镜智能终端……距离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一个

月，上海的路边街头出现很多新装

备，为进口博览会交通保障工作增添

了“科技感”。

国庆前夕，进口博览会主会场

国家会展中心外围 12 项 15 条配套

道路建设全部完成。其中，S26高速

公路入城段是国家会展中心附近连

接上海市中心城区与江苏省区域的

重要道路，在设计施工中加入了很

多科技元素。比如，道路两侧的标

线采用凹凸状点线设计，下雨时可

加速排水，反光效果和防震性也更

好。不同于常见的道路声屏障，部

分路段设置了全影型声屏障，像一

个全封闭的“罩子”，有效阻挡车辆

行驶的噪音。

该工程负责人上海城投公路集

团第一事业部第一现场指挥部副指

挥尹富秋说：“S26高速公路入城段采

用了造价低且节能环保的 LED照明

灯，是在上海首次大规模应用。”

距离进口博览会主会场国家会

展中心不远处的虹桥交通枢纽，也

对交通设施的灯光做了科学优化。

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

点排队系统等综合提升项目增设 33
盏泛光灯和 128个小射灯，并经过人

身体验、反复比对，将灯光照度控制

在 150 勒克斯，视觉效果更加人性

化。

在公交车站等车的市民杨女士

发现，显示车辆信息的电子站牌变得

更清楚了。“白底黑字也不刺眼了。”

杨女士说。据了解，今年内上海市中

心城区将完成 1500个站杆和 1000个

站亭墨水屏建设，并优先在进口博览

会重点区域示范性安装测试。

据介绍，墨水屏运用先进的太阳

能充电及双电池供电技术，创新的前

置导光源为乘客夜间候车带来更舒

适的阅览体验。

科技在进口博览会交通保障中

的运用，还表现为安全性的提升。公

交车逐步安装起基于图像识别技术

的驾驶员行为分析系统和360度环视

预警辅助系统，保障行车安全。新上

线的纯电动出租车将搭载后视镜智

能终端，通过录音录像功能，大幅提

升乘客查找失物的效率，帮助出租车

公司在后台监控服务质量，保护乘客

安全。

■新华社记者 傅云威 马湛

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比作一场跨

越时空的交响乐，那么过去40年的改革开

放，无疑是极其激越恢弘的章节。

踏在新时代的历史节拍上，中国推动

对外开放破题发力，拓展与世界经济实现

更宽领域、更大纵深的交响协奏，在保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不断谱写中国好

旋律，助力世界经济奏响新乐章。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印证了市场的效率

和开放的能量。进入新时代，中国扩大开

放正在为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的时代主旋

律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宣布，将降低部分商品的最惠国

税率。至此，今年以来经过连续多次自主

调整，中国关税总水平较上年实现了 23%
的平均降幅。

澳大利亚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郭生祥指

出，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开放的大

门会越开越大。过去中国靠改革开放创造

了经济奇迹，今后还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改革和开放犹如中国经济赖以腾飞

的两翼，互为依托，彼此呼应。从取消抗

癌药等药品进口关税，到放宽汽车等行业

外资股比限制，再到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

商——中国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从着力

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到建立完善商事制度，

再到降低准入门槛、破除行业垄断——中

国改革指向渐趋深化。

中国以其开放的博大胸襟向世人昭

示，中国非但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会

致力于消减保护主义噪音，维护自由贸易

和多边合作机制，巩固合作共赢的国际共

识。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过去 40年，中

国经济不断做大做强，逐渐走近世界经济

舞台中央，让世人听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律动，不断为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真金

白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

不变价计算增长了 33.5倍；经济总量从世

界第十一位逐步攀升至世界第二。如今，

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互联网

大国、消费大国……这些骄人成就与中国

主动融入世界紧密相关，同时又不断反哺

世界经济。

过去 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 30%。未来 1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

24万亿美元商品。量变引发质变，质变开

启新的量变。今天，中外经济交融度加速

升级，不断丰富中外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

协奏曲。

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提速，叠加A
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国债券将

纳入彭博旗下全球债券指数等利好因素，

今年以来全球投资者大幅加仓A股和国内

债市。《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

府通过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海外资本的

决心，显示出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

未来 15年，中国预计将吸收 2万亿美

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 2
万亿美元。诚如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斯蒂芬·罗奇所言，世界经济只会从中国经

济转型中获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观之，中国在世界

舞台上的成功，不止于一家独奏，而在于众

声合唱；不止于释放红利，而在于理念引

领。

从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到提出并推

动构建亚太“互联互通”格局；从成立亚投

行和丝路基金，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再

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通过这些扎实行动，中国方案不断落

地生根，中国理念正在变成现实，并将日益

物化为联通世界的基础设施、合理可靠的

金融秩序、公平高效的合作开发机制、稳定

多样的储备货币选项等世界经济所急需的

全球公共产品。

针对中国发起的新型合作模式，德国

知名社会学家阿舍等专家指出，中国对非

洲等地区的合作项目具有“极高效率和全

面性”，在促进当地工业化方面较之西方方

案有效得多，值得欧洲国家借鉴。中欧在

探讨第三方合作方面潜力巨大。

目前，已有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以不同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人们看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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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提高生

产要素跨境配置效率，促进世界经济掀开

更加澎湃的发展乐章。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的那

样，“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不仅涉及经济

合作，也是旨在通过经济合作改善世界经

济的发展模式，使全球化更加健康，进而推

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倒计时一个月！

首届进博会见证中国开放“接力赛”

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内的进口商品展示厅，将成为进博会“6天+365天”展示交易平台的一部分。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一批科技新装备亮相
进博会交通保障工作

中国经济新开放 世界经济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