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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和阿尔及利亚
产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中国—纳米比亚经贸论坛、中国—
津巴布韦商务论坛、中冈首届经贸
联委会、第三届中非青年大联欢·中
非青年（经贸）圆桌会议、中南科学
家高级别对话会、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中非合作
合作马不停蹄。

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布
特弗利卡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6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阿传统友
谊深厚，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
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
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之
一。建交6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

阿方营商环境良好
中阿合作势头稳定

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上海
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姚为群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阿尔及利亚磷灰石等矿产

丰富，是世界磷矿石重要产区之一，
储量排名世界第三,中阿两国可在
矿产领域加强合作。并且在地中海
沿岸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局势相对
稳定，开放程度、法治程度较高，这
为中阿合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
件，中企可加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投
资力度。

据悉，中国主要对阿尔及利亚出
口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塑料、
橡胶等商品，这类产品在阿尔及利亚
进口的同类商品中占有较明显优势，
但也面临着来自美国、欧洲国家、日
本等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对此，
姚为群认为，中国可化竞争为合作，
与日本、欧洲等国家共同开发阿尔
及利亚市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
侧重点不尽相同

除了阿尔及利亚，中国与其他
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开展得如火
如荼。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 9 年
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非
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

关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
经济师徐洪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具有优势，技
术先进，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资
金充足，而非洲矿产资源丰富，基础
设施建设薄弱，市场潜力巨大，产品
需求旺盛，中国很多产品可出口到
非洲市场。

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和非洲
的众多国家都开展了合作。目前，
位于纳米比亚的沃尔维斯湾港正在
中国港湾公司的建设下升级扩大，
沃尔维斯湾港位置理想，赞比亚、刚
果（金）、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等多
个南共体内陆国家可以通过这一港
口进出口货物。

姚为群认为，中非可在教育、人
文等领域开展合作。中国的理工科
很发达，双方的专业性高校可互派
留学生。

“但非洲国家经济情况差别较
大，中国与不同国家合作重点应不
尽相同。”徐洪才告诉记者，埃塞俄
比亚拥有阿瓦萨工业园、埃塞俄比
亚湖南工业园等工业园区，中埃产

业对接较为便捷。尼日利亚、安哥
拉石油资源丰富，中国可与其在石
油领域开展合作。南非是非洲高新
科技最先进、业态最成熟的重要新
兴市场国家，法律体系相对完备，市
场化程度高，中国可与其在金融领
域进行合作。据了解，工行、建行、
中行等已在南非设立办事处，中国
在南非建立了首家非洲人民币业务
清算行，人民币成为南非外汇储备
币种。

中非合作论坛推动合作深化

“非洲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其中部
分国家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
名单。”姚为群称。对此，中国一方
面需在能力范围内做好发展援助工
作，关注他们的公共产品建设。另
一方面，中国也需帮助他们提高经济
发展水平，提升“造血”功能，将中国
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传递给他们。

“‘造血’要依据市场导向，以企
业为主进行。”姚为群强调，但政府也
需保驾护航，降低企业的风险。在外

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旦看来，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非合作带来了
战略对接的历史性机遇。他表示，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很多非
洲国家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积极要
求加入。伴随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移，非洲可以率先从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中受益，成为拉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另外，中非合作论坛也是中非
良好合作的平台。非洲可以通过集
体协商方式，统一协调与中国的合
作。据悉，9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双方
见证签署的各类合作协议近 150
份，特别是28个国家和非盟委员会
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扩展了“一带一路”朋友圈。

“但与此同时，中企在非洲投资
仍需防范风险。”徐洪才称，中企需
要了解当地法律法规，注重环境保
护、拉动当地就业等问题。此外，中
国和非洲合作需坚持三大原则，即
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最
大程度降低风险、实现互利共赢。

由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
心、中国贸易报社与中国经贸杂志
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财经年会暨
发展中国家商务联谊会将于 12 月
28-29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赋能
新经济,重构新格局。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当今世
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但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世界经济增
长蒙上了阴影，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美联储正在加息，信贷紧缩和美元
上涨正在挤压新兴市场，世界经济
在多项挑战中艰难前行，而新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

至，如果我们不应变、不求变，将错
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个时代。

此次年会将邀请外交部前部长
李肇星、商务部前副部长张志刚、中
国银保监会和发改委等有关领导、
专家和优秀企业代表剖析世界格局
大变革下的新机遇，深刻探讨经济
发展、金融市场、自由贸易、未来城
市、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新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加强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始终
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一带
一路”倡议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
泛支持与充分参与，在科技、教育、

文化、能源、农业、医药卫生、建筑工
程等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成果显著。组委会在 12月 28日晚
上特别安排了欢迎晚宴暨发展中国
家商务联谊会。届时，阿根廷驻华
大使盖铁戈、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
使塔尼亚·罗穆阿尔多，塔吉克斯
坦、菲律宾、突尼斯等国驻华商务参
赞将出席欢迎晚宴暨联谊会。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在当今世界经济风起云涌、风险挑
战凸显的形势下，只有同舟共济、共
谋发展，才会有更上一层楼的美
好。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12 月
28日北京见！ （毛雯）

12 月 25 日，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在国新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从 1980 年 4 月 24 日原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改革开放
后的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北京
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至 2018 年
11月底，全国实有外商投资企业
已经达到 59.01 万户，实有注册
资本 4.22万亿美元，实有投资总
额 7.69 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连
续 26 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马正其说。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
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履行对外商投资企
业登记注册工作，是我国利用外
资工作的重要一环。马正其表
示，无论是内资企业、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
业，市场监管机构都会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

近年来，为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
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2016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了

《外资企业法》等 4 部法律，对不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
变更事项，由逐案审批改为备案
管理。境外投资者在负面清单
以外产业投资的，可以直接向登
记机关申请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注册。自 2018年 6月 30日起，全
国已经实现外商投资企业设立
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
理”，整个过程“无纸化”“零见
面”“零收费”，减少了办理时间，
降低了企业成本。今年 12 月 23
日，《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务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有望替代“外资三法”成
为 外 商 投 资 领 域 的 基 础 性 法
律。草案明确，对外商投资实行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
度，负面清单以外按照内外资一
致的原则实施管理。这是我国
利用外资法律制度的重大调整，
将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程序，大幅提升外商投资便利
化水平。

据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总体
评价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46位，
较去年上升32位，较2013年上升
了50个位次。其中开办企业便利
度排名较去年大幅上升65位，排
名28位，五年来累计上升130位，
我国成为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
济体之一。

马正其表示，2018年是我国
改革开放40周年，既是我国民营
经济起步发展 40周年，也是我国
利用外资、推动外商投资经济发
展的第40个年头。40年来，全国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积极落实服务经济发展
的政策措施，在推进国资国企改
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外商
投资稳定增长，助力文化体制改
革、社会体制改革，完善产权制
度，支持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等方
面，充分发挥登记注册职能作
用，推动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
取得新突破，不断解放和发展
了社会生产力。

中国在 2018 年举办了世界
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进一
步扩大开放的魄力和决心，中国
进口贸易的发展情况怎样？世
界各国该如何通过参与中国进
口从而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
展的成果？国内各级政府和广
大外贸企业该如何通过主动扩
大进口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发
展？很多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
研究。

12 月 26 日，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魏浩在
京发布由其主编的国内首部进
口贸易方面的报告《中国进口发
展报告（2018年）》（以下简称《报
告》）。记者发现，《报告》运用大
量数据，针对中国货物进口发展
的历史演变、国际地位、对世界
进口的贡献、产品结构、国别结
构、在中国市场上比较优势的变
化、各种维度的进口排名进行了
具体测算和统计分析，对于厘清
中国进口现实、讲好中国进口故
事、总结中国进口经验、纠正中
国进口认知、发挥中国进口作用
颇有借鉴意义。

《报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货物进口规模日益增
加，进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109 亿
美元上升到 2017 年的 18410 亿
美元，增长了 169 倍。中国进口
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例从
1979 年的 0.93%上升到 2017 年
的 11.59%。中国的进口来源国
从 2001 年的 181 个地区增加到
了 2017 年 的 218 个 地 区 。 在
2012-2017 年期间，中国进口对
世界进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
22.5%。自 2009年超越德国上升
到世界第 2 位后，中国就一直保
持着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的位置，
仅次于美国。

“进口数据的变化最能说
明中国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
不过，即使从国家的层面已经
充分肯定了扩大进口的作用，
仍有部分政府机构和企业排斥
进口。”作为最早关注中国进口
贸易问题并长期跟踪、进行系
统性研究的学者之一，魏浩早
在 2004 年就明确提出“对进口
在 经 济 发 展 中 作 用 应 重 新 认
识”，2005 年明确提出，“我国未

来将成为进口大国”。他告诉
《中国贸易报》记者，以往，一般
认为进口增加会冲击国内和当
地的产业，不利于经济发展，但
实际上最新的理论研究和国际
经验表明，适度的进口不仅不
会冲击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
可以通过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生
产要素特别是先进生产要素、
国内稀缺要素服务经济建设，
或是通过进口最终消费品引入
竞争，倒逼当地企业改革等途
径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目
前，进口竞争不足导致倒逼国
内企业改革的机制还没有发挥
作用。

魏浩通过比较中国与世界
的进口结构发现，中国进口了较
多的非农业型初级产品，而中高
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和特高技
术产品的进口相对较少。

不同国家的出口商一定最
为关心本国哪类产品更受中国
欢迎。魏浩研究发现，入世以
来，中国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大
国的进口产品结构并没有太明
显的变化。比如，依然是从发达
国家主要进口技术类产品，特别
是从美国、德国进口中高技术产
品、高技术产品和特高技术产
品；中国依然是从巴西主要进口
初级产品，从印度和南非进口初
级产品和非技术类产品，从墨西
哥进口技术类产品。不同的是，
中国从周边地区主要进口的产
品从 2001年的低技术产品、中等
技术产品变为 2016 年的中等技
术产品、中高技术产品。中国从
俄罗斯主要进口的产品从 2001
年的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变
为 2016年单一的初级产品。

这一分析有助于世界各国厘
清中国进口市场的需求，准确判
断自身产品的比较优势，更好地
扩大对华出口，分享中国经济增
长红利。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主
动扩大进口”，魏浩还统计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93个地
级市、97个行业、229个进口来源
国/地的数据，制定了《中国进口
排行榜》，帮助各级政府、各类行
业、各个企业了解中国进口贸易
的格局，比如广东是中国进口最
多的省，中部和西部进口最多的
城市分别是郑州市和成都市。

2018：中非合作马不停蹄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中国进口发展报告（2018年）》：

进口竞争不足 尚难有效倒逼企业改革
■ 本报记者 王曼

江西万年县园区低碳节能灯生产企业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出口绿色节能LED照明系列、三基色节能灯和太阳
能光电等节能型灯，其生产的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过亿元。图为江西万年县园区
低碳节能灯生产企业繁忙的生产车间。 中新社发 卓忠伟 摄

中国国际财经年会12月28日北京见

40年中国市场主体登记
注册成就喜人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2018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全面
爆发10周年，也是世界经济格局大
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转折点。
2018年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从技
术、结构、规则等各层面深刻影响未
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
贸易走势。深受“逆全球化”思潮再
次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影
响国际贸易，在2019年面临着更多
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WTO 预
计，2019 年全球贸易量增速将由
2018年的3.9%回落至3.7%，连续两
年下滑。全球贸易面临的政策环境
出现不利变化，保持稳定增长难度
较大。

2019 年国际贸易形势将继续
笼罩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
义行动的阴影下。2018年以来，美
国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大
幅度减税+贸易保护主义+构建高
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组合，已经并
继续冲击全球经济贸易的运行状
态，深刻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格
局。货币财政政策“吸引”更多国际
资本主动流向美国，多起贸易限制
措施导致更多贸易伙伴的反制，显
著提高全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水

平，国际贸易自由化水平严重倒退，
通过谈判以“零关税、零非关税壁
垒、非汽车工业零补贴”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新规则既强化发达经济体之
前的战略协调，更对发展中国家形
成“资本流出+经贸规则被边缘化”
的双重压力。因此，2019年世界经
济下行风险增大，国际贸易环境更
加严峻复杂。

2019 年中美经贸磋商谈判的
结果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2月14日正
式把对中国的 2000 亿美元产品加
征关税的时间调整为美国东部时间
2019年3月2日凌晨0时01分。中
国于同日决定暂停对原产于美国的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的惩罚性关
税。随着两国就农产品、能源产品、
汽车产品等相关措施的陆续实施，
在 90 天期限内就经贸问题达成协
议的概率增大。未来中美经贸磋商
成果将为 2019 年中美贸易乃至国
际贸易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将
部分修复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对
国际贸易复苏带来的冲击，避免
2019 年国际贸易因此而出现大幅
持续走低的急剧震荡。

2019 年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加
速兑现的可能性被拉升。2018 年
美国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策源点。
贸易保护主义让全球贸易摩擦从冲
动变成了行动，从以往小规模、零星
的态势演变为主要经济体之间特别
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限
制措施与贸易反制报复。IMF 预
测，2019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同
比扩大 26.4%，年度增幅触及 2000
年后峰值，表明其贸易逆差正在加
速恶化，这将是美国继续支撑其贸
易保护主义维持高位的主要动因。
因此，国际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趋势
在2019年难有明显舒缓。贸易摩擦
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的
背景下，通过打击市场预期，削弱投
资信心和融资环境，将对全球经济
形成严重的次生冲击，导致资源配
置紊乱、全要素生产率受损，使得主
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更具急迫性，
拉长本轮国际贸易复苏的瓶颈期。

2019 年国际贸易多边规则发
生深刻调整的概率增大，WTO 改
革将成为各方关注点。2018年，美
国通过“一对一”方式迫使对手与其
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双边经贸协定，

特别是“三零方案”严重冲击以
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
美国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后就已出现的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浪
潮将呈愈演愈烈之势，国际经贸规
则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在 2019
年将日益明显。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在2018年7月WTO关于中国的第
七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关注的议题
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涉及国有企业、
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政策、补贴
政策等诸多议题。而WTO改革在
2018年G20峰会上被列入2019年的
工作议题，上述议题是否会被纳入
WTO改革等都将成为2019年各方
能否就WTO改革的走向和未来改
革路线图形成初步共识的变因。

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从2018年的
多重风险惊蛰萌动状态即将步入
2019年冲击持续艰难踟蹰状态，动荡
和多变将成为2019年国际经济贸易
的主要特点，国际经贸领域长期累
积的风险与问题将在新的一年愈加
显现进击之势，贸易条件恶化的可
能性加大，贸易政策的风险显著性抬
升，国际贸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
挑战和新问题。

2019年全球国际贸易面临新挑战
■ 本报特约评论员 荣民

本报讯（记者 刘禹松）12月
26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2019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筹备
工作发布会上，北京世园会组委
会副主任江泽慧表示，中国已成
为世界最大的花卉生产中心、重
要的花卉消费国和花卉进出口贸
易国，花卉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

江泽慧介绍，中国花卉产业
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发
展壮大起来的。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花卉产业发展迅
猛，花卉事业欣欣向荣。全国花
卉面积从 1984年的 1.4万公顷发
展到了 2017 年的 140 万公顷，销

售额从 6亿元扩大到 1533亿元，
出口额从几千万美元上升到 6
亿多美元。

江泽慧说，当前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进入调整转型的关键时
期，花卉业也随之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当前，花卉业品种不断
创新，种质资源保存保护取得成
效，花卉走进千家万户正逐步变
为现实，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也满足了建设美
丽中国、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美好
家园的需要。中国正在向成为
美丽花卉王国、建成世界花卉强
国目标迈进。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花卉生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