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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有着深深的家
国记忆。

历经 40年改革开放，当今中国已与世界
深度互融互通，也构成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开放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沉
渣泛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是被置于
放大镜下审视：有人说中国的开放在倒退，有
人说中国的开放是对别国的“经济侵略”，还
有人说中国新一轮开放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
计……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认清开放融通的历
史潮流，循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轨迹，把握世界
发展趋势，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的开放是应对贸易摩
擦的被迫之举还是主动作为？

10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
计时一个月。因开放而兴的上海，届时将迎
来全球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多家参展
商。

这个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
被外界称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大“创
举”。

面对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包
括举办进口博览会等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举
措受到国内外高度赞赏，但也引发一些人的
猜测：中国扩大开放到底是主动为之，还是应
对贸易摩擦的被迫之举？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来自于‘开放带
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历史教训，正是开
放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创造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奇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说，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也
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

从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到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再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开放合作”是核心关键词，中国与各国共
同发出支持全球化、扩大开放的时代强音。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按照
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地推动扩大开放，
向世界展示信心和决心。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

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
口……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向世界宣布的一
系列举措正在落地。

——5月 1日起，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
28项药品进口关税；

——5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
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措施，包括放宽
市场准入，对标国际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等；

——6 月 28 日，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落地，比 2017年版的 63条减少了 15条，22个
领域大幅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7月 1日起，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
关税，包括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较大
范围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9 月 30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发布公告，自 2018年 11月 1日起，降低 1585
个税目的进口关税。至此，我国关税总水平
将由上年的 9.8%降至 7.5%；

……
开放的脉络，始终清晰地刻印在中国发

展进程中——
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号角

吹响，到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翻开开放
新篇章；从曾经的以“引进来”为主，到“引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从沿海开放起步，到拓
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学习、引进、适应国
际经贸规则,到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尽
管形式有所变化，扩大开放的脚步却从未放
缓，并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深化。

“中国当前的扩大开放，是在审视社会经
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基础上，主动实施的发
展策略，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
措，是符合自身利益和未来发展需求的自主
开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
说。

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融入世界就要经
得起风吹浪打。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
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宁愿自己承受压力，支
持周边邻国渡过难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时，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
不可替代的贡献。如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经历风雨后的
中国，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迎接任何挑战。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刊文称，在世界上
很多国家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时候，
中国依照其发展逻辑不断提出扩大开放举

措，向国际社会释放正能量，尤其值得钦佩。

中国的开放是经济威胁还
是发展机遇？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推
出以实施“八大行动”为核心的上百项务实合
作措施，使中非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

“如同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烛，世界会
更加光明。”非洲媒体的这句话表达出中非共
同发展普遍愿望。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和投融资
的增加，西方媒体“债务陷阱”等说法也随之而
来，认为中国贷款加重有关国家债务负担，从
而形成又一波“中国威胁论”。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2017 年来自中国
的贷款占斯里兰卡外债 10%左右，其中 61.5%
是低于国际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巴基斯坦
42%长期债务来自多边机构贷款，中国贷款仅
占 10%；2000 年至 2016 年，中国对非贷款仅
占非洲总体对外债务的1.8%，且主要集中在基
础设施等行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文章指出，西方
国家一直担心中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怀
有政治企图且经济上不可持续，但事实是这些
项目有力促进了受援国的均衡发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近日刊登题为
《中国带来就业机会》的长篇报道，文中提到对
8个非洲国家1000多家中国企业的一份调查，
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为当地人提供技能培训，
二分之一企业提供实习机会，三分之一企业为
当地引进了新技术。

中国的开放，不仅没有对他国的经济造成
威胁，反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对发达国家而言，以中美经贸为例，美国
对中国的出口从 2001年的 262亿美元增长到
去年的1539亿美元，中国也从美国的第9大出
口市场变成了第3大出口市场。

美国企业和民众最有发言权：据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估算，2015 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
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 260万个就业岗
位；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美元成本。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中国已成为最不
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占这些国家出口的
20%。而且中国一直通过积极提供无息贷款、

人员培训等，帮助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
贸易的能力。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是 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纽约时报》这
样评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成为名列前
茅的贸易伙伴，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消费者均从
中受益。

扩大开放让过去“被全球化遗忘的角落”
重获发展机遇。5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82个，累计投资
289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24.4 万个就业岗
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可以弥补中国的伙伴国长期存在的
巨大基础设施缺口，扩大贸易，增加就业。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
意愿在开放中与其他国家分享市场与经验。”
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战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
主席李永说。

是威胁还是机遇？资本会“用脚投票”。
今年前 8个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万
多 家 ，比 去 年 同 期 翻 了 一 番 ；吸 收 外 资 额
5604.3亿元，同比增长2.3%。

看未来，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达 3亿人
以上，今后每年进口将超过2万亿美元，开放的
中国愿意让世界搭乘发展的“顺风车”。

中国是公平贸易的破坏者
还是坚定维护者？

环顾世界，一些国家曾经高举自由贸易大
旗、享受过全球化红利，一旦发现其他国家迅
速发展，自己的实力正在下降，就从“自由贸
易”转而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指责中国是
公平贸易的破坏者。

加入世贸组织的 17年里，中国开放程度
远远超出当初承诺的广度和深度：在世贸组织
12大类服务部门的160多项分部门中，中国已
开放 9大类的 100项，接近发达国家平均开放
的 108项，远超发展中国家的 54项；中国服务
领域开放部门已达到 120个，远超当时规定的
100个……

“当一些国家要修正甚至放弃现存国际贸
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这一体系最有力
的捍卫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说。

阻止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欧洲地图服务

提供商、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国际……美国以
“国家安全”等为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
资和经营活动制造障碍和限制。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的研究报告显示，世贸
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都由美国引起。另据有
关统计，一年多来，美国政府对数十个国家的
94项“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81%。

如同赛场，同场竞技，遵守“游戏规则”至
关重要。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成为目前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国际
合作平台。这一倡议以其多边主义理念赢得
各方信任，被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
标志。截至今年 9月，已有 13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亚太“互
联互通”格局；从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到推
动人民币国际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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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
授崔凡说，中国对外开放已经站上了一个更高
的起点，在拓宽开放大门的同时，着力加强开
放规则和制度建设。

从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更注重改善营
商环境；从促进出口，到扩大进口，推动贸易更
加平衡发展……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不是对过
去的简单重复，而是跑出更高水平、更高层次
的开放“加速度”。

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表示，今年中国宣布
的系列开放举措正在逐项落实，今后中国开放
力度会更大、水平会更高，中国将继续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
境。

发布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减税降费
方面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加大惩罚侵犯知识
产权行为力度……开放措施和政策既显示出
中国自主开放的力度，也让外国投资者吃下

“定心丸”。
今年1至 8月，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英

国、美国等在内的国家对华投资金额增幅明
显，其中，美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 23.6%，东盟
国家同比增长 27.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
比增长26.3%，扩大开放的成效正不断显现。

“今年我们将在中国新建两个研发基地，
立足中国为全球市场研发产品。”宝马集团大
中华区总裁高乐说，“我们看好中国这个市场
的潜力和未来。”（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之四

（上接第一版）

“领导干部要迎着困难上，决
不能绕着矛盾走”

在一般人看来，领导干部是抓全局、抓宏
观的，在具体工作方面很少亲力亲为。但濮
阳市政法一线的干警们几乎都认识邵景良，
都亲热地叫他“熟书记”，因为每逢重大任务
和突发事件，邵景良总是和同志们并肩作战、
风雨同舟。

“多亏了邵书记的现场指挥，损失才降到
了最低。”4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原油
田公安局油区警察支队政委汪敏至今难忘。

2014 年 6月 4日凌晨 1时许，中原油田
胡 114停产井因不法分子盗油爆燃着火，两
名不法分子当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邵书记第一时间就赶来了，当时火还没
被扑灭，加上涉事人亲友聚集起来情绪激动，
现场十分混乱。”汪敏回忆道，当时大伙儿劝
他不要到跟前去，以免发生意外，邵景良边走
边说：“党员干部就应冲锋在前，离群众那么
远怎么解决问题！”

“管事”的人敢管事敢负责，这起重大爆
燃事件得到了及时妥善的处置。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邵景良担任濮阳市
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精心制
定扫黑除恶工作方案，突出有黑扫黑、无黑除
恶、无恶治乱、挖“伞”控赃、除恶务尽、打早打
小，重要案件他都亲自上阵。

今年年初，清丰县侦办一起涉黑涉恶案
件，该案性质恶劣，群众反映强烈。邵景良多
次赶赴清丰，和工作组一起没日没夜地分析、
研判案件。他排除干扰，顶住各方压力，成功
打响濮阳市扫黑除恶第一枪。

响亮的一枪，驱散了飘荡的阴霾，让平安
的天空更加晴朗。截至目前，濮阳全市立案
侦办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案件 6起，恶势力
犯罪集团案件 17起，恶势力犯罪团伙 7个，
抓获黑恶犯罪嫌疑人 727人，破获刑事案件
412起，查扣涉案资产 1854 万元，群众敲锣
打鼓上街欢庆。

“领导干部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绕着矛
盾走。邵书记的这句话，现在成了我们处理
信访稳定工作的‘法宝’。”濮阳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王洪波告诉记者。

邵景良常对县区的政法干部讲，维稳要
先维权，只有通过前期大量的走访、排查，找
到问题的症结，把矛盾和问题消灭于萌芽，处
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有了邵景良的“法宝”，信访稳定工作也
变得不那么“棘手”了。“一个矛盾一个矛盾去

化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群众就会越
来越满意。”王洪波说。

“干工作就要干好，在我这里
不允许‘差不多’”

在范县公安局视频监控中心宽敞的大厅
里，80平方米的大屏幕纤毫毕见，它与全县
12个乡镇监控中心无缝对接，遍布大街小巷
的3202个监控点位，织就了一张治安防控的
天罗地网。

忽然，一阵警报声从音箱中传来，“人脸
识别”系统刚刚捕捉到犯罪嫌疑人的图像。
监控中心立即安排民警蹲点布控，在一个小
区抓获了曾盗窃多辆电动自行车的犯罪嫌疑
人。

这个如同电影大片的精彩场景，“主角”
的名字叫“满天星”。

“濮阳警力不足，每万人拥有公安民警数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向科技要警力，通
过科技手段弥补警力不足的缺陷。”在邵景良
强力推动下，2017年，全省首家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满天星”工程全面建成，环濮阳、环城
区、环各县“三级防控圈”环环相扣，5万多个
视频探头如同满天繁星照亮龙都，让平安无
处不在。

2017年 12月，濮阳市被确定为全国“雪
亮工程”重点支持城市，以技防建设为支撑的
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让各类警情大幅
下降。

濮阳闻名全省、全国的，又岂止“满天
星”。

邵景良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不少乡镇司
法所缺人、缺钱，不能很好发挥将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在基层的作用，小矛盾容易激化成大
问题。

走群众路线，保的是一方平安，利的是千
家万户。

邵景良协调相关部门，用半年时间，矛盾
调解工作就实现了“牌子、场所、人员、制度、
经费”五到位，7个县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
86个乡级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站、2898个村级
调处工作室以及 98%以上的调解成功率，让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这里落地生根。在
2017 年 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
上，濮阳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被表彰为“全国
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全省唯一受表彰
的县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我们现在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的局
面。”邵景良说。

探索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是邵景
良的又一“力作”。2017 年，他建议将基层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列入市十大民生工程，

着力推进“干”字形基层综治中心示范带建
设。

今年 4 月，清丰县面积 8000 平方米的
县级综治中心投入运行，在原来矛盾调解中
心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
心、诉调对接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维稳
应急处置中心等 9个机构，初步建立起融公
共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防控、矛盾纠纷化解
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互为支撑的社会治理
平台。

濮阳因油而城，因油而兴，中原油田的社
会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同样牵动着邵景良的
心。

在他的倡议和主导下，濮阳市和中原油
田实施了油地政法综治联席会议、油地区域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作机制，把平安濮阳与
平安油田融在一起创建，实现了平安建设的
全覆盖、无盲点。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03年中原油田
发生各类涉油案件 5136 起，2014 年发生各
类涉油案件 81起，2015年至今，连续 3年实
现了打孔盗油案件“零”发生；在社区防范上，

“两抢一盗”、入室盗窃案件逐年递减，2017
年油田47个小区实现“零”发案。

“中原油田这几年的社会治安发生了很
大变化，多亏了邵书记抓工作一抓到底、不达
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多亏了由他主抓的油地
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作机制。”中原油田
综治办主任卢文涛说。

邵景良干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在濮阳市
政法系统尽人皆知。

“找我汇报工作，我最烦说‘差不多’。干
工作就要干好，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差不多’
这三个字。”邵景良说。

邵景良不仅自己善于思考和创新，还鼓
励其他人多思考多创新。

“民警同志，给我这新车也打个码吧。这
码比车锁还好用。”在清丰县公安局马庄桥派
出所，一名村民要求民警给自己的电动车打
码。核对信息、登记、打码、签字、拍照，整个
过程一气呵成。

按照人均一元的标准，政府对群众室内
财产、牲畜和电动自行车等财产投保，在财产
被盗抢后，按照程序进行快速理赔，“社会治
安财产保险”有力推动了濮阳市社会治安工
作，获得2017年度全国政法综治工作创新指
数排行榜第二名。

清丰县法院另辟蹊径设立家事审判庭，
法官变身为“家事调查员”，原告和被告的牌
子被“婆婆”“儿子”“儿媳”等家庭成员替代，
在家庭式谈话中开始诉中调解，被称为“丰调
孝和”的家事审判模式由此诞生。

公众安全感指数、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
指数，是衡量一个地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
标。在这两个指标上，濮阳市自2014年起连

续四次在全省排名“双第一”，这在全省是绝
无仅有的。

“越是手中有权，越要敬畏这
种权力”

“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
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
委书记研修班上对学员的中肯提醒，也是对
全体党员干部的一贯要求。

如何守好这条底线？邵景良说，唯有严
以修身，廉洁自律，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

邵景良的老家离濮阳不远，知道他在濮
阳任职后，一开始不断有亲戚、朋友通过各种
途径找到他，有的要给孩子介绍工作，有的想
在濮阳干点工程。对于这样的请求，邵景良
从不答应。

作为市委领导，邵景良要分工联系一些
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免不了要和商人、企业
家打交道。邵景良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到

“亲”“清”二字，不插手工程，不拿别人好处。
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时常告诫家人：“别人
给你一分钱，就想从你身上捞一百块钱。”

政法机关是权力机关，作为政法委的领
导，邵景良经常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情
的对象。

“越是手中有权，越要敬畏这种权力，我
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要用之于人民。”遇
到这样的情况，他无一例外地严词拒绝。

有时候，邵景良也会动用自己的“权力”。
“为了工作，他在大会上点名道姓批评

人，让人下不来台，不怕唱黑脸。”濮阳市纪委
副书记史浩川告诉记者，邵景良担任政法委
书记这几年问责力度很大，先后因信访稳定
问题对市里 125 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
162名干部诫勉谈话、建议对 108名干部予
以党政纪处分，“但邵书记提出采取模拟追
究、预先告知制度，把规矩立在前面，让被问
责当事人心服口服。”史浩川说。

对群众，邵景良却是无限的爱。市委政
法委结对帮扶范县陆集乡贫困村后军张村，
他带头主动分包 2户贫困户，一年内 10多次
到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关心他们的生产生
活，他分包的贫困户已有 1 户实现提前脱
贫。

“党把你放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上，你
就要为这个地方、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干点好
事，决不能给党抹黑。”邵景良朴实的话语掷
地有声。

10 月 10 日，刚刚担任濮阳市委副书
记的邵景良，又一头扎进了黄河滩区的贫
困村，在脱贫攻坚战中，他依然冲在最前
面……③4

危急时刻，他都冲在最前面
（上接第一版）
一方面，改革打破了熬资历的“传统”，像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等副职，由一批30多岁的高
学历年轻人担纲；另一方面，实行企业“首席服
务官”制度，主动提供全程服务。新作风产生
新效率，2018年上半年新乡高新区招商签约项
目数量和金额分别是 2017年上半年的 3倍和
13.7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同比增长65%。

今年 5月，郑州高新区全面启动实施管理
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直接服务企业的园
区人员由原来的49人增至210人，专门从事经
济工作的人员增至 280人，有效优化了工作人
员专业结构。同时面向海内外广招英才，吸引
了 3000多人报名，一批年富力强、专业精通的
外聘干部将加入经济工作和科技创新一线。

今年上半年，郑州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比郑州市平均水平高出 2个百分点，其中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5%，实现了改
革发展双促进。

“先行先试”政策激活发展
新动能

5月 30日，洛阳高新区为奖励企业和人才
发出了7亿元的政策红利“大礼包”。“这么高额
度的奖励在高新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洛阳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加彬说。

其中，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
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获得了创新型企业补
贴奖励1601万元，有7位博士获评创新型人才
荣誉。据基地常务副主任马明星介绍，通过深
入学习自创区政策，基地设立了更加灵活的薪
酬体系和股权激励制度，大大增强了对高层次
人才团队的吸引力。目前，基地核心管理运维
团队均是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辞职后全职
来洛的清华硕士、博士，已引进8个国家重点计
划支持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围绕贯彻自创区“30 条”，省直有关部
门、郑洛新三市出台 40 多项政策，包含了研
发投入奖补、成果转化激励、创新创业支持、
科技金融助力等创新创业发展的主要环节，
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研
发创新的积极性。

“用好先行先试政策，是自创区的重大优
势之一。我们将加大先行先试力度，坚持‘一
顶帽子大家戴’，进一步放大政策辐射效应。”
省科技厅厅长马刚表示，下一步，按照省委十
届六次全会精神要求，要高标准建设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标中关村、东湖、苏
南等先进自创区，学习借鉴长株潭、合芜蚌等
自创区好的经验和做法，放眼全国，勇于同先
进比，向高处攀，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力度，
推动自创区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在全国具
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③9

用好“关键一招”
引领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