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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盛会的河南作为

□本报记者 赵振杰

11月 5日在上海开幕的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
博会”），在招揽全球顶尖产品、服务
之外，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代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亮相。河南选出

“三大件”——钧瓷、陕州
剪纸和绞胎瓷共约 120件
产品参加进博会。

同汝瓷一样，绞胎瓷
烧制工艺在北宋末年失

传，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得到恢
复、传承和发展。恢复绞胎瓷烧制
工艺的，是一个叫柴战柱的修武
人。他的公司每年能生产约5万件
绞胎艺术瓷作品，占绞胎艺术瓷市
场的 70%左右，占艺术陶瓷市场的
7%左右。

在河南展区绞胎瓷展位负责接
待的是柴战柱的爱人李红霞，她热
情地向参观者讲解绞胎瓷的制作过
程、介绍展位上的瓶瓶罐罐。一个
标价188万元的“孔雀开屏”绞胎瓷

瓶，迅速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
复杂的制作工艺和超长的

制作周期，决定了绞胎瓷的高定
价。李红霞说，即使是工艺成熟的
现在，绞胎瓷成品率也只有 50%左
右。

所谓绞胎，就是将两种或两种
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糅合在一起，
然后相绞拉坯成形，浇一层透明釉，
再烧制而成。绞胎瓷表里如一，一
胎一面。也就是说，烧制出来的绞
胎瓷，每一件都不相同。即使摔碎
打烂，碎片内里也有纹饰。因此，绞
胎瓷的价格往往是其他种类瓷器价
格的几十倍。

李红霞指着“孔雀开屏”绞胎瓷
瓶说，“孔雀”身上有千余片“鸟羽”，
是纯手工、一层层胎体绞糅“拼”成
的。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

艺术之一。剪纸
者 通 过 一 把 剪
刀、一张纸，来表
达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此次我省亮相进博会的是以黄
亮娥为代表的三门峡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陕州剪纸。年过不惑
的她对陕州剪纸传承工作尽心竭
力，成立陕州区亮娥纸艺术文化中
心，不断创作出陕州特色的剪纸作
品，把陕州剪纸作为当地文化旅游
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

黄亮娥在现场为大家表演了剪
纸绝活儿，并配以歌唱。现场观众
报以阵阵掌声。

钧瓷最大的特点是色彩绚丽，
我省有近 30件钧瓷产品亮相进博
会，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③8

河南非遗展区⑨3

钧瓷、陕州剪纸、绞胎瓷

河南非遗“三大件”亮相进博会

□本报评论员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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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这么

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再一次向世界郑重宣

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鲜明态

度和坚定决心。这为我们进一步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

了根本遵循。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也必

然是中原更加出彩的亮丽主色。当今世

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

是历史潮流，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谁

也阻挡不了，开放合作是顺应经济全球化

历史大势的必然选择。河南这些年由跟

跑到并跑，再到在一些领域开始领跑，就

得益于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殷切嘱托：“建

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

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买

全球卖全球”“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河南牢记嘱

托，把对外开放作为全局性、综合性的战

略扎实推进，“五区联动”“四路协同”国家

战略叠加效应持续释放，从中国对外开放

的“跟随者”变成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先

行者”，富有特色的内陆开放新格局正在

形成，对外开放成为河南最靓丽的名片。

实践证明，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坚持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才能谱写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大型博览会，进博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

上的一大创举，是我国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的重大举措。积极参加进博会，既

是河南省坚持开放发展的重要途径，也

是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消费升级，促进全省外贸均

衡发展的重要机遇。去年，我省近 3000

家企业和机构参加首届进博会，参会人

员和成交额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可谓硕

果累累。第二届进博会河南交易团参会

企业涵盖外贸、服务贸易、商贸流通、物

流等多个行业，不仅有各行业的龙头企

业，也有中小微企业，其间将举办河南交

易团采购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和跨境

电商对接采购暨现场签约会，组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字号”项目参展，

亦是诚意满满。

扩大进口在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推

动消费升级，获取核心关键技术设备、加

快产业转型，发挥鲇鱼效应、倒逼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综合作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服务升级，对进口

货物与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亿万中原

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活品质的

追求愈加热切。依托市场、交通、物流、

商贸优势，构建进口商品采购分拨体系，

做实做优进口这篇“大文章”，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今年前三季度，河南对外贸

易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省进出口

额 3667亿元，其中进口额 1302亿元，有

进出口实绩的企业突破 8000家，同比增

加近千家，进出口贸易潜力巨大，扩大开

放空间无限。

越开放，越精彩。我省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门户支点，作为拥有巨大

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的中原腹地，作为重

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作为

诸多国家战略平台叠加的先行先试地区，

已经具备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宝贵势能。

站上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起点，我们

要以进博会为契机，充分利用投洽会、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等开放平台，紧跟中

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国家战略，增强开放联动效应，在

看准趋势中塑造河南之“势”，在厚植优势

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搭建系统完备的

“四梁八柱”，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把

开放亮点变成发展支撑，把开放优势转化

为出彩胜势。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打开大门搞建设，中原大地必将在高水平

开放中走向世界、绽放精彩！１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
沛 吴春波）11 月 5日，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球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多家企业，带
着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在这个全
球瞩目的舞台上“竞技”。

本届进博会，由外贸、外资、服务
贸易、物流等多行业领域企业组建的
河南省交易团也赴上海，捕获“全球好
货”。正在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河南，
也将此作为对外展示形象的平台，不
少河南元素在进博会惊艳亮相。

据了解，首届进博会上的不少成
果已经在河南“落地生根”。

今年5月中旬，印尼“燕太太”燕窝
在郑州熙地港落地中原首店。11月 5
日，印尼“燕太太”燕窝董事长李莉告
诉记者，她就是在首届进博会上遇到
了合作伙伴，并看好郑州的发展前景，
此次参加第二届进博会，希望再次寻
找合作的机会。

郑州中大门保税直购体验中心相
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参加首届进博

会后，澳洲 CW 大药房、豌豆公主、英
国馆等都陆续落地中大门。

作为有1亿人口的消费大省，河南
的强劲消费需求也吸引了诸多“黑科
技”的青睐。在美国复星公司的展位
上，由该公司研发的达芬奇外科手术
机器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该
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3台
机器人被应用到河南的医院。

第二届进博会首日，我省也收获
不小。11月 5日下午，河南省人民政
府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在第二届进博会
GE展台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前
期合作基础上，持续加深合作，逐步把
濮阳基地打造成 GE陆上风电业务的
先进制造中心。双方还将在可再生能
源项目开发、装备制造、产业链建设等
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

作为河南本土制造名片的宇通客
车，也成为本届进博会上亮眼的河南元
素之一。本届进博会上，共有400台宇
通客车承担出行保障工作，其中包括
185台纯电动公交车。③8

开窗放入大江来

我省交易团赴上海“全球捕货”

▼黄亮娥现场制作剪纸⑨3

▶钧窑瓷器展品⑨3

◀绞胎瓷展品⑨3

□本报记者 万川明 赵振杰

11月 5日，“进博时刻”又一次
如约而至。

从去年甫一亮相就惊艳全球，
到今年“迎五洲客，计天下利”，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

“进博会”）让全球 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0多家企业齐聚黄浦江
畔，再一次把世界顶尖的产品和服
务向世人一一展示。第二届进博会
规模更大、质量更优、创新更多、层
次更高，此后的 5天时间里，八方来
客将共襄盛举，四海宾朋将携手同
行。

对进博会这一全球顶尖的开放
平台和贸易创举，河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精心筹备，连续两届积极
参与、主动作为，吸引外来投资、拓
展合作领域、助力产业转型、推动消
费升级，向全世界展示着中部大省
坚定的开放决心和磅礴的开放力
量。

参会热情空前高涨

河南汴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吕波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开始
打听今年进博会的报名时间。他
说：“我们是经营进口车的，去年参
加了第一届进博会，在现场就与 4
家海外客商进行了一对一洽谈，效
果非常好，所以今年我们一定要参
加。”

省商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9月 30日，全省已注册报名参会
的企业（机构）7659个，比上届增长
194.5%，注册报名人员 18652 人，
比上届增长 107%。参会企业涵盖
外贸、外资、服贸、商贸、物流等多个
行业。增幅双破百，足见河南企业

“走出去”的愿望之迫切、交流合作

的需求之强烈。
“全省对外开放大会上，省委书

记王国生要求我们真正把开放亮点
变成发展支撑，把开放优势转化为
出彩胜势。进博会这样顶尖的开放
平台和机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牢
牢抓住。”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说，

“在进博会上既能洽谈合作又能交
流思想，既能得实惠又能观未来，参
会的企业都感觉获益匪浅。所以第
二届进博会，从地方政府到各类企
业，不用动员，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空
前高涨。”

记者了解到，全省各省辖市有
不少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来
到了进博会的会场，除了参观考察、
了解前沿资讯、把握发展趋势，他们
中的大部分都还有“任务”在身——
到上海或者周边的苏州、太仓、吴
中、宁波等地招商。

而参会企业的诉求更加明确和
直接——发布采购需求，与全球知
名企业对接。今年进博会我省将举
办两场活动，一场是河南交易团采
购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将发布
河南交易团采购清单，安排供需双
方见面，组织贸易合同集中签约；另
一场是跨境电商对接采购暨现场签
约会，将发挥河南跨境电商产业主
体作用和先发优势，广泛与世界各
国企业接洽，拓宽企业进货通道，推
动向“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进。

用好平台升级嬗变

去年首届进博会上，河南省交
易团举行的全球跨境电商对接活动
中，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与豌豆公主、
澳洲CW大药房成功签约，今年，项
目已相继在郑州中大门建成开业，
河南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以“只比
原产地高一点点”的价格买到澳大

利亚的药品和日本的美妆及母婴用
品。

“每年中大门都要赴海外洽谈
招商，就单个企业来说，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与全球相关企业实现高密
度、高频次对接。”中大门执行董事
徐超锋说，“去上海跟去海外比，成
本差异显而易见，尤其是时间成
本。今天一天，主动找上门的法国
企业，就已经有6家了。”

与徐超锋一样尝到甜头、干劲
十足的，还有安阳锻压机械工业有
限公司、河南凤宝特钢有限公司、驻
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等众多
河南企业。这些企业的参会人员纷
纷表示，去年参加首届进博会，通过
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大大
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今年，希望能
够继续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向更
高水平、更大市场的目标阔步前进。

据了解，进博会期间，我省将鼓
励支持省内企业增加关键技术、成
套设备及零部件进口，促进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推动全省产业转型
升级。

“首届进博会我省多家商贸企
业和跨境电商企业与参展商签订大
单消费品采购合同，也是一大亮
点。”省商务厅外贸处处长张新亮
说，“本届进博会，我们将继续扩大
先进技术装备进口，扩大农产品、资
源性产品进口，扩大消费品进口，并
且将积极发展服务贸易，让全世界
优质的食品、化妆品、服装以更合理
的价格出现在河南市场，优化消费
环境、降低生活成本，提高河南人的
生活质量。”

优化环境招才引凤

11月 5日下午，省政府与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GE）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署仪式在第二届进博会 GE
公司展台举行。

根据协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具有多元化产业的高科技公司之
一，GE将把其陆上风电亚洲低风速
风电设备生产基地设在濮阳市，并
将与我省持续加强合作，逐步把濮
阳基地打造成GE陆上风电业务的
先进制造中心，集工程应用中心、数
字化服务中心、风电培训中心、运行
维护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和服
务基地。

河南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进
才说：“G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落户
濮阳，说明河南各地不但有开放的
决心，同时还有开放的实招和优良
的营商环境。”

“河南的非遗展办得非常棒！”
参观完进博会河南展区展出的钧瓷
等精品，来自台湾的参展商林先生
说，“河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对我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我
们很想去河南投资发展。”

巴西淡水河谷牵手安钢、德国
思爱普落户郑州……这些响当当的
企业巨头看中的，除了中部地区庞
大的市场需求，还有开放河南独具
特色的文化积淀和极具竞争力的营
商环境。

“进博会期间，我们将依托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郑州中国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围绕扩大服务
业对外开放先行先试，加快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
易。同时，还将不断优化通关流程，
进一步激发进出
口潜力，让河南
在国际舞台上绽
放更多光彩、赢
得更多荣耀。”张
延明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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