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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 19日
电 （记 者 于 佳 欣 朱 东
阳） 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
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于当地时间 19 日上午接受了
媒体采访。他表示，此次中美
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
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
相加征关税。

刘鹤说，这是一次积极、务
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
双方就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
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这次磋
商取得积极成果的最重要原因
是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重要共
识，根本原因是两国人民和全
世界的需求。

刘鹤说，中美双方将在能
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
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这
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有
利于美方削减贸易赤字，是双
赢的选择。同时，双方还将继
续加强相互投资和深化知识产
权保护领域的合作。这不仅有
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球
经济贸易的稳定繁荣。

他强调，中国有庞大的中
等收入群体，将成为世界最大
的市场。这个市场具有高度竞
争性，如果想在中国市场获得
份额，出口国必须要提高自己
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让中国
人民愿意买。中国不仅愿意从
美国买，也将从全世界买。中
国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
会，欢迎世界各国参加。

刘鹤表示，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
了扩大开放的四个领域，我们
将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加快落

实。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
和启示，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刘鹤说，此次双方取得共识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也要认
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
构性问题需要时间。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是符合历史潮
流的，无人能挡，面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新曲
折新矛盾，我们要冷静看待，坚持对话，妥善处理。

打开对外开放新局面

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平衡是我国近
年来一直坚持的既定方向。今年 4 月，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开幕式上提出的扩大对外开放4大举措
之一，就是主动扩大进口，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亦明确提出积极扩大进口。
现阶段扩大进口的重要意义可从以下
4 个方面认识：

其一，扩大进口是满足人们对高质
量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内需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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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一就是商品和服务
供给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随着人民

群众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消费结构升级，
人民群众对产品、服务的多样性需求，对
产品质量、服务品质的需求越来越高。
而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
变，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人们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尚
难以在国内市场得到满足，中国游客海
外“爆买”就成为一个典型的现象。在
这个背景下，通过积极扩大高品质商品
和服务的进口，可以更有效、更快捷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活的旺盛
需求。

其二，扩大进口是倒逼我国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必然要求。扩大进口，一
方面可以通过进口商品的技术溢出和示
范效应，直接带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繁荣来自竞
争，进口的扩大对国内对应商品和服务
的生产势必产生竞争压力，而这种压力
同时也是推动我国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

质量效益、开发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动
力。比如，过去我们在饮料市场引入可
口可乐，结果不仅没有因为进口带来的
竞争而衰落，反而带动了中国饮料业全
面发展，呈现勃勃生机。国产手机的发
展同样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其三，扩大进口是推动对外贸易平衡
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不
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
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在新的发展
阶段，中国贸易顺差减少并逐步实现贸易
平衡，是大势所趋。而主动扩大进口，特别
是增加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则是
实现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
的重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其四，扩大进口展现了中国的责任
担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消
费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宽广。对于提供
出口的国家而言，中国进口的增加，意味

着他们的出口额增加，从而可以获得更
多的市场回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
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 年至
2016年，中国进口货物和服务总额占全
球 进 口 市 场 的 份 额 由 8.4% 提 高 到
9.7%。中国进口需求扩大，将为国际贸
易繁荣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有效促进
世界经济再平衡。

总之，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
让世界分享中国机遇，让世界进入中国
市场，是大势所趋。当然，中国的对外开
放有自己的主张、诉求和节奏，更有自己
的坚守。下一步，我们要在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完善体制机制、保障知识产
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方面下功夫，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让对外贸易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近日，在北京五棵松附近的蓝色港
湾购物中心东疆进口商品直营中心食品
区，居民武庆玲正在选购进口食品。这
家2016年开业的进口商品直营中心，销
售的商品包括美妆、母婴、食品、智能产
品等，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地
的商品。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
力的农产品市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对健康食
品原料的进口保持旺盛需求。根据中国
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的农产品进口总
额达到1246.8亿美元，同比增长12.7%。
从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间，中国农
产品的年均进口复合增长率达8.8％。

扩大农产品进口，保障了中国市场
的有效供给。如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很多

农产品，在生活中并不常见，如干的椰
子、未去内壳的鲜椰子等，比较常见的只
有鲜的葡萄、柑橘、荔枝、龙眼、红毛丹等
水果。美国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填补了国内市场需求，满足中国消费者
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与此同时，中国
可以更好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科研技
术，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业产业升级。
山东寿光是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近年
来引进美国、以色列、荷兰等国家和地区
的近千个蔬菜品种和几百项农业技术，
推动了蔬菜产业的发展。

中国农产品进口的稳步增长，极大
地刺激了全球特别是农产品出口国的农
产品生产和贸易的增长，为其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目前，中国是美国农产
品出口第一大市场，美国大豆、猪肉、乳

制品等上百种农产品漂洋过海出口到中
国。价廉物美是美国农产品大量出口中
国的主要原因。如美国棉花质量好，大
规模种植，机械化程度高。而中国由于
历史原因，土地集中度不够，机械化水平
低，种植成本高，棉花价格远高于从美国
进口的棉花。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以来，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棉花增加了
几十倍。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
露认为，随着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
需求量增加，大豆等大宗农产品的国际
供应体系也正在重新构建。近年来，美
国、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大豆大量进入中
国，2017 年进口量超过 9000 万吨。进
口大豆的主要用途是提取食用油，剩余
的豆粕一般作为养殖业的饲料加工原

料。中国大豆进口量剧增，是人民生活、
消费水平提升带来的客观结果。现在，
中国人已经从过去要求的“吃得饱”向

“吃得好”转变，对食用油、肉蛋奶的消费
需求增长，而养殖业需要大量优质饲料，
从而带动了进口大豆的需求。中国仍是
美国最大的大豆出口对象国。与此同
时，中国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进
口的大豆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与中国资
源互补，特别是在土地上更具比较优势
的国家和地区，都将有更多机会，搭上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于露表示，中国既要从市场和贸易
秩序的改善上不断做内功，同时也要在
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把全球更多更
好的美食进口到中国，满足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

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
这是本轮中美经贸磋商经过艰苦谈判后传出的好消

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管控分歧，就两国经贸合作达成重要共识，这是中美关系健
康发展、推进全球经贸稳定繁荣的重大利好。

共同做大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是两国人民的共同福
祉。这次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让两国的企业家和消费者
乃至全球市场都松了口气。不难想象，如果贸易战开打，双
方各自的优势商品难以进入对方市场，对出口方而言是订
单流失、工厂倒闭、员工失业，对进口方而言则是物价上涨、
消费者福利减少，最终损害的无疑是两国民众的利益。中
方扩大自美进口，对中国而言，有助于改善供给，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美国而言，有助于其经济增长和就
业。这兼顾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中方出于对中美贸易平衡
和可持续发展考虑，决定增加自美进口，而非缩减对美出
口，通过进一步扩大合作的基础，让两国人民分享共赢的大
蛋糕。

中美双方在磋商中以建设性态度，相向而行，互谅互
让，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实现互利互惠共赢。中美双方
在农产品、能源、制造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双向投资等
方面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这为进一步拓展中美经贸合作
发出了积极信号。中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互补性强，
巨大合作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中美深化经贸合作，是互
利共赢之举，有利于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繁荣。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美经贸争端的解决具有长期
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指望所有问题一次性得到解决是不切
实际的。此次磋商能取得阶段性成果，本身就是一个好兆头。
只要中美双方切实本着“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
控分歧”的原则，就一定能为两国人民谋取更大的福祉。

从长沙城出发，沿湘江东岸北上，大
约 30 多公里就到了长沙市望城区铜官
街道，郭亮纪念园坐落于当地一个丘陵
起伏、草木葱茏的小村子里。

长沙市望城区文物管理局副局长李
峥嵘介绍，2001年，为纪念郭亮诞辰100
周年，望城区重修了烈士墓，贯通了入园
道路，修建了陈列馆、围墙、水塘护坡，并
征用了 40 亩墓地风景保护林辟为郭亮
陵园。2011年，郭亮陵园更名为郭亮纪
念园。

郭亮，又名靖嘉，湖南长沙人，1901
年12月3日出生于望城县铜官镇射山冲
上文家坝（今望城区铜官街道郭亮村）。
郭亮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在延
安谈起郭亮时，赞扬郭亮是“有名的工人
运动的组织者”。

1916年，郭亮在长沙长郡联立中学

学习。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毛泽东当时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
郭亮经常去向他求教。经毛泽东介绍，郭
亮加入新民学会。不久，加入了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1 年，郭亮由毛泽东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郭亮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先
后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总干
事，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
委员省委工运部部长，成为著名的工人
运动领袖。

1922 年 8 月，郭亮被派到湖南岳阳
从事铁路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成立粤汉
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9月，为抗议铁路
当局虐待工人，他带头卧轨，发动了震撼
全国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 年 5 月，郭亮在中共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

员。不久，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
记。大革命失败后，郭亮到贺龙第二
十军做政治工作，随部队参加了八一
南昌起义。1928 年 1 月，郭亮任中共
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到岳阳组织武装
起义。他在岳阳化名李材开了家“李
记煤栈”作为特委机关，又开了一处
饭铺做地下秘密交通站，恢复和发展
党组织，发动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由
于他的努力工作，湘鄂赣三省边界的
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8 年 3 月 27 日，由于叛徒告密，
郭亮在岳阳被捕，于第二天押送长沙，29
日被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口前坪，年仅
27岁。郭亮被害前，给妻子李灿英写了
一封遗书，“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表
现了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郭亮牺牲90年后的今天，他的家乡

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近些年，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
和优秀红色基因的古镇逐渐复兴，先后
获评第三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国家建制镇示范试点单位、湖南省
首批“经典文化镇”等殊荣。

文/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新华社长沙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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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进口是我国坚持的既定方向
□ 张宇燕

进口稳步增长优化了我国农产品供给结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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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的昱明通
风设备有限公司内，员工正在加工厨房风机产品。近年来，
临淄区大力支持村镇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企业抱团发展，实
现了厨具产业由分散到集中、由小作坊到工厂化生产的转
变，使厨具产业成为富民产业。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厨具产业富民增收

（上接第一版）

深圳的坚守筑牢根基

深圳的城市标志是一头拓荒牛雕
塑。深圳人说，这头牛代表着“深圳精
神”，敢闯敢干，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始
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王伟中这样描述深圳的“坚守”：
“1979年中央作出试办出口特区的决策，
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探索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敲响土地拍卖‘第一
槌’，再到后来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首个
创新型城市试点。在深圳发展各个历史
时期和每一个重要关头，党中央坚强领
导、勇于决断，给予深圳充分的探索自由
和试错空间。深圳的发展史，就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生动篇章；深圳的历史成就，就是
党的领导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的实践
明证。”

“我们这个小村子里，与 40 年前一
模一样的就只有这棵树了。”罗湖渔民村
的社区广场上，老榕树枝叶繁茂，80岁的
村民吴锦清感慨万千，“只有跟党走，才
能过上这种好日子”。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郭万达这样描述深圳的“坚守”：“改
革开放是这个城市的根，也是这个城市
的魂。”深圳先后经历了8次以“简”为先
的机构改革；率先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制定200多项
地方性法规；人力资源市场导向的定价
与流动首先在深圳实现；创建成立证券
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改革开放的
40 年，是深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
路”的 40 年，也是深圳受益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40年。

在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中，讲解员
张阳一脸骄傲，“观众们最喜欢干的一件
事就是在博物馆里找‘全国第一’，我们
这里有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
企业、第一家企业创办的社会保险机构、
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深圳有 1000
多项‘全国第一’！”

吴思康这样描述深圳的“坚守”：“创
新是深圳的品牌，深圳经济主要表现为
创新驱动，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再
到技术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
这个城市里变化无穷。”

1987年，深圳颁布了《关于鼓励科
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
定》，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知识产权
入股。这份文件就是中国民营科技企
业的“准生证”，这让任正非下定创业
决心，华为公司由此起步。2017 年，

“独角兽”企业——深圳云天励飞技术
有限公司的人工智能安防系统“深
目”在 15 小时内帮助公安系统破获拐
卖儿童案，云天励飞创始人陈宁颇为
感慨：“安防领域行业壁垒极高，我们
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海归团队，却顺利
地在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落地’

了第一套样板工程。真正能鼓励创新
的，不是政府大把撒钱，而是真正打造
出一个开放包容的市场运行机制。40
年一以贯之，深圳骨子里就有一股热爱
创新的劲儿！”

深圳的巨变举世瞩目

深圳的产业结构因势而新。深圳市
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成
功研发出亚洲第一台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的第三代单分子基因测序仪样机。从美
国斯坦福大学归国的董事长贺建奎告诉
记者，通过测序仪核心技术的突破，未来
基因测序的成本有望从 1000 美元降低
至100美元，“这样的设备我在美国造不
出来，样机需要精制模具，在硅谷定制需
要两个星期。但在深圳，依靠雄厚的制
造业基础，上午提出需求，下午就能拿到
模具”。

智能可穿戴设备、无人机、机器人
……一株株“新苗”让深圳的制造业“旧
貌换新颜”。2017年深圳新兴产业增加
值 合 计 9183.5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3.6%，占GDP比重40.9%，新一代信息
技术、互联网、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
源、节能环保、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深圳改
革开放的新动能，驱动深圳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

深圳发展的支撑环境因需而变。今
年出台的《深圳市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
革力度的若干措施》 包括多达 20 项改

革举措、126 个政策点，其中有 123 项
都是新政策。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前
海管理局局长杜鹏竟然不是公务员，他
告诉记者：“作为内地第一个法定机构，
前海管理局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的用人
制度，港籍人士同样可以在这里任职。”
我国首家新型科研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
究院因其“科技创新孵化体系”，获得了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将研发平
台、人才培养、投资孵化、科技金融、创新
基地、海外创新中心集于一身，这里已累
计孵化企业 1508 家，其中上市公司
20家。

深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在因
时而进。“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惠及全体
人民，要以更高水平和更长效的机制来
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孙福金报出一串数字：

“去年深圳5大险种参保人数5881万人
次，参保规模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拿
医疗来说，包括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在内，
我们实现了 3 个档次的医疗保障，其中
第三档个人只要缴纳工资的 0.1%，但
最高可以享受150万元的医疗保障。此
外，深圳市内 36 家就诊量较大的市区
公立医院均已开通移动支付。截至
2017年底，全市医保移动支付绑定参保
人数超过231万，累计交易金额超9700
万元。”

（采访组成员：徐 涵 杨 阳 腾
陈 静 喻 剑 王荆阳 本文执笔：
陈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