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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热议进博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口贸易政
策进行过多次调整。根据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金泽虎等外贸专家的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口贸易政
策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1979年至1991年：
半保护半开放的进口政策

进口贸易政策基本是奖励出
口，限制进口，根据需要和可能，积
极引进软件、先进技术和关键设
备。和 1979 年之前进口商品以机
械设备为主相比，这一时期进口商
品结构更为多样丰富一些。这一时
期，中国制定了 1985 年《进出口关
税条例》和《进出口税则》，共有
1151个税目降低了税率。

1992年至2001年：
逐渐开放进口的政策

1992年以来改革开放提速，同
时为了逐步满足加入 WTO 的条

件，我国实行“自主降税计划”，多次
主动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
其中 1996 年 4 月 1 日，中国一次性
降低4874个税目的税率；1997年10
月 1日起，我国进一步降低 4874个
税目的税率，包括小汽车、电视机、
空调器等。这一时期先进技术、关
键设备依然是进口的优先领域，重
点建设物资、农用物资和原材料进
口也是重点。

加入WTO后至2016年：
进出口并重的政策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积极
履行承诺，一方面降低关税水平，另
一方面取消了很多进口配额，同时积
极清理政策法规。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介
绍说，中国还完全履行了放开对外贸
易经营权的承诺，自2004年7月1日
起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贸易法》，将对外贸易经营者的主

体范围扩大到个人，将原有的外贸经
营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第四
次减少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
从此普通商品进口配额许可证已全
部取消，任何具有外贸经营权的企
业都可申请进口普通商品。这一时
期，我国对最终消费品一般设置较
高的关税，对部分消费品征收消费
税，大部分消费品进口价格较高，国
家依然以鼓励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
件的进口为主。

积极扩大进口政策

近年来积极扩大进口成为我国
重要政策，其中 2012 年 4 月 30 日

《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
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2018
年 7月 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
务部等部门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
贸易平衡发展意见》。2017 年 5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在“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宣布，中国将从 2018年起举办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2018 年 11 月 5
日至11月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在上海举办。

2018 年我国多次大幅度降低
进口商品关税。今年 5月 1日药品
全面降税，包括抗癌药品在内的所
有普通药品和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
碱类药品、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等
共2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调整为零，
同时还较大幅度降低了抗癌药品生
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今年 7
月 1日对 218个税目的汽车及零部
件降税，降税后我国汽车整车税率
已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今
年 7月 1日对 1449个税目的日用消
费品降税，此次降税不仅数量多而
且力度大，平均降税幅度达 56%。
今年 11 月 1 日对 1585 个税目的机
电设备、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工业品
实施降税。

从半保护半开放到积极扩大进口

四阶段看中国进口政策渐变

中国政府对中国贸易地位和
对外贸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一
变化是有脉络可循的。早在 2013
年 4月 7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
提到，今后 5 年，中国将进口价值
10 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
资规模将达到 5000 亿美元，出境
旅游有可能超过 4 亿人次。从习
近平主席重点提到进口数据、对外
投资数据和出境游数据，到中国举
办此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可以
明显看到一些新的趋势。总体上
看，这是我国对外贸易思维框架和
开放战略的递进。

以前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是 30%”，这个说法还比较
抽象。如果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消

费市场和最大的进口市场，那么，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以后世界
将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实实在在的
贡献。这对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
的关系有很大意义。从系统性角
度考虑，扩大进口规模可以使中国
和更多国家的经济捆绑在一起，可
以削弱美元霸权，扩大进口也会扩
大人民币涉外使用，对人民币国际
化起到支撑作用。对外贸易方面
的这一变化对国内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也会有促进作用。加大外部
进口的规模可以刺激国内厂家提
高产品质量，在消费者越来越挑
剔、对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的时
代，这样的刺激很有必要。

（采访、整理：刘国民 王曼）

中国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是世界首创，这是中国扩大开
放，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平衡发展的
重要举措，证明中国不是简单追求
对外贸易顺差，而是要进出口平衡
发展。扩大进口可以为世界提供
更多出口机会。比如，在进口博览
会上，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参展优
惠和帮助，这些国家就可以搭乘中
国进口博览会的便车，使它们国家
的产品更多地销售到中国市场。
中国此举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中国坚定维
护经济全球化，坚定扩大开放。过
去四十年是中国利用外部良好条
件实现快速发展的四十年，如果外

部环境持续恶化，对世界经济是拖
累，对中国自身发展也不利，扩大
进口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
经济体系，帮助中国更好置身于世
界经济体系。

同 时 ，国 内 消 费 结 构 在 升
级，产业机构在转型，我国供给
结构变化速率远远慢于消费结
构升级速率，为了更好满足不断
增长的消费需求，我国需要通过
扩大进口的方式，提升人民生活
品质，满足产业升级过程中对大
量投资品的需求。扩大进口也
能让我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的同时赢得尊重，提升中国国际
影响力。

我国现在对进口的定位非常
明晰，已经意识到进口对中国未
来的发展很重要。“十二五”规划
中提出要进出口平衡发展的要
求，“十三五”规划中，我国进一步
提出要“优进优出”，在国家外贸
战略转变中也强调重视进口的作
用。在国家层面，我们已经非常
明确进口有利于满足居民对美好
生活的要求，有益于扩大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可推动我
国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好，有利于
坚定推进全球化发展，让世界分
享中国的大市场。

最近，我国在不断降低进口
商品的关税水平，加上举办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些都对进口
有拉动作用。下一步，我们要把
扩大进口和走出去紧密关联起

来。由于中国消费市场大和一些
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更低。很多
中国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企业
生产和制造的产品也想回到中国
市场上销售。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对
我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还会
产生溢出效应，比如，会上会签订
大量订单，通过集中采购，满足生
产和消费的需求。在这一过程
中，我国企业可与供应商建立商
业伙伴关系，进行在全球价值链
和生产网络方面的合作。进口贸
易博览会辐射到物流行业、融资
行业、货代、报关等相关行业，带
动行业发展，进口商品的零售环
节也会增加就业。我国通过扩大
进口，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
及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大市场。

从改革开放之初至 2001年加
入WTO，我国进口贸易主要集中
在技术领域，比如，进口国外的设
备和技术等。目前中国积极扩大
进口，采取一系列举措扩大进口。
我国的进口贸易是由市场主导的，
市场机制在主导我们进口的需求，
我们的进口政策是根据现实经济
发展需要以及整个大的贸易格局
变迁来制定的，为我国贸易发展营
造良好的内部外部环境，促进了我
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我国
扩大开放带来积极的效果。它搭
建了满足进口需求的平台，让买卖

双方有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更可能
达成交易协议。通过面对面交流，
双方沟通成本就会下降，可增进彼
此互信，提高交易效率，从而降低
贸易成本，扩大原有进口贸易的规
模，创新贸易模式。另外，举办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下调进口关
税等举措也进一步完善进口体
系。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有关扩
大进口的意见，提到进一步减少进
口的通关程序，提高进口贸易效
率，加之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实际上我国已形成了全方
位扩大进口的格局，对于构建全面
开放的新格局很有价值。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钟飞腾：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看得见摸得着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李春顶：

进博会为我国扩大开放带来积极效果

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大市场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

中国追求进出口平衡发展

1978-2017 年中国进口总额（单位：亿美元）
来源：人大重阳《中国购买力大崛起》

编者按：伴随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大幕开启，曾经多年以“卖全球”形象示人的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展开了她“买全球”的巨市场胸怀。回顾中国贸易40年的进口历
程，从最初的“特供商品”，到“人肉背货”、代购大军，再到跨境电商，到国际进口博览会……如今，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中国贸易进口的形式、内容、质量和数量都
在急剧变化。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征途中，进出口贸易已经悄然迈过了进口替代、逐渐开放进口、大进大出为世界代工的阶段，跨入到促进进出口平衡的新时代。

中国向世界展开巨市场胸怀

1978年12月18日的北京，银装
素裹，在长安街的西头，一栋设有蓝
琉璃围墙的苏式宾馆里，关系到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在召开。由于有了之前充分的思
想舆论准备，此后的5天里，会议开
得热烈而又轻松。最终，会议否定
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
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
上来和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
中美两国刚刚发表《中美建交联合
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
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两国的
正式建交，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世界
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也为中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持续的外
部资源和动力。

同样是在这个月里，另一场有
关变革的会议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这是一次并不为当时绝大多数中
国人所关心的谈判，但这场谈判的
结果却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深
刻影响着中国众多普通人的消费
习惯。

1978 年 12 月 13 日，可口可乐
公司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
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协议规定，
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
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
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
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
口可乐装瓶厂建立起来之前，从
1979年起，以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
司安排销售。

就在协议签署的同时，在北京
饭店同一层楼另一间会议室里，中
美两国恢复邦交的谈判也正在进
行。正因如此，在当时，可口可乐重
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被美国媒体赋
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友谊商店里的“特供”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进口
商品被不少普通老百姓视为身份与
地位的象征，即便是早已风靡世界
的可口可乐，在最初重返中国的一
段时间里，也并不是普通百姓日常
所能见到的。从 1953 年到改革开
放，中国曾长期施行进口替代战略，
受到保护性关税、进出口计划管理、
进出口经营权管理和外汇管制等政
策的影响，当时的中国普通百姓想
要购买一件进口商品并非易事。

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非常独
特的双货币（人民币和外汇券）制
度。在此后的15年里，两种货币曾
同时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上流通。外
汇券的全称为中国银行外汇兑换
券。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访问的
外国人、归国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日益增多，而中国的市场供应还非
常紧张，国内居民的日常用品还须
定量供应。为满足来华的外国人及
归侨的需要，中国兴建了一批宾馆
和商店。然而，当时国内是禁止外
币流通的。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场
所购买物品和支付费用，同时又使
他们区别于国内居民，国务院于
1980年 4月 1日授权中国银行发行
外汇兑换券。境外人士须将所持外
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
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
人民币等值使用。外汇券只能在特
定的地方使用，如定点宾馆、友谊商
店、免税店等；也只有在这些地方，
人们才能买到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
进口商品。

在如今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的北
侧就有这样一处所在。一座5层高
的楼房与旁边马路的车水马龙相
比，多少显得有些冷清。这便是闻
名一时的北京友谊商店，也是新中
国成立后，建立最早的涉外商店之
一。在很多北京市民的记忆中，这
里曾经挤满了好奇观望的人群。

由于紧邻使馆区，肩负着服务外
宾的职能，北京友谊商店里卖的很多
东西在那个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里
都是市面上见不到的，有些甚至属于

“特供”，进口家电、威士忌、万宝路
等，更是那个年代里这里的专卖店。
当时的北京友谊商店有着这样一个
口号：“市面上有的商品，我们这里要
最好；市面上缺的商品，我们必须有；
外国时兴的，我们也得有！”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从国家发展的层面来看，与进
口日常消费商品相比，对工业发展
的需求似乎显得更为迫切。1983
年 5月 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
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合资经营总合同
及章程的签约仪式在此举行。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是改革
开放后，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家中
外合资企业。国外优秀技术和管理
经验的成功引进，也为中国汽车工

业的茁壮成长注入了新动力。在后
来举办的开业庆典上，美国汽车公
司代表团团长克莱尔表示：“在远
东，日本独占汽车市场的局面，将由
我们两家合作而被打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
随后的30多年里，中国的进口商品
逐年增多，种类也更丰富。进口规
模更是从 1978 年的 109 亿美元跃
升至 2017 年的 18410 亿美元，增
长 169 倍。

如今的北京友谊商店，早已褪
下了时代赋予的神秘面纱，在后来
崛起的众多商业体中多少显得有些
动力不足。作为早年间北京吉普汽
车有限公司的继任者，北汽集团第
一座海外整车制造厂——位于南非
伊丽莎白港库哈开发区的北汽南非
工厂则是在 2018年的 7月 24日，在
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实现了第
一辆汽车的成功下线，向世界展现
了中国汽车工业 30 多年来从技术
引进来向产品走出去的完美蝶变。

从可口可乐，到友谊商店，再到
北京汽车，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产品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
吸收。40个冬去春来，随着市场的
一点点打开，中国走出了一条从低
收入国家到中高收入国家，并大步
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成长之路。
在低收入阶段，出口受到更多人们
的重视；而进入当前阶段，进口的重
要性则越发凸显。

服务贸易的崛起

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只
有355亿元；而到了2017年，根据海
关总署的统计，中国外贸进出口总
值已经达到 27.79 万亿元，是 1978
年的 782.82 倍。其中，进口额由
1978年的 187.4亿元上升至 2017年
的15.33万亿元。

如今，经过 40 年的发展，中国
的进口已经不仅仅限于商品或基础
商品，而是包括了高新技术、人才、
经验等广义概念上的进口。通过进
口引导，与国内产业的良性互动与
竞争，从而推动国内的产业改革、自
主创新和经济升级。

2012年 5月 28日，全球唯一一
个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
易平台——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在北京举
办。京交会举办的背后，是近年来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
升级，人们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在
不断扩大，对信息、医疗、养老、家
政、旅游等新型服务消费需求明显
增加。以旅游为例，国家旅游数据
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国
内旅游人数为50.01亿人次，比上年
同期增长 12.8%；入出境旅游总人
数达到 2.7亿人次，同比增长 3.7%；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4万亿元，增
长15.1%。

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贸
易进口额从 1982年的 20亿美元增
至 2017 年的 4676 亿美元，35 年的
时间增长了 233倍。自 2014年起，
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已经位居世界
第二位。中国需求的强劲增长，反
映着中国购买力的增长趋势，同时，
也为世界带来不断扩展的巨大市
场。而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兴服
务贸易在其中的增长则更为迅速，
不但优化了贸易结构，提高了发展
质量，更使得中国在一些领域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不
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
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在
这些贸易中，服务贸易正成为中国
对外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
引擎，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迈进。

如今，回望改革开放最初的那
些日子，曾经“遥不可及”的进口商
品早已随着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

“飞入寻常百姓家”。据刚刚发布的
《持续开放的巨市场——中国进口
消费市场报告》，2017年，中国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渗透率已经迅速增加
到 10.2%。这意味着中国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的市场用户数已经达到
5800万人。2018年 11月 5日，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截至
11月 6日，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
完全统计，各大电商平台在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进口采购签约
金额已超 16000亿元人民币。而在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发展路
径下，中国制造业也已经在众多领
域实现了赶超。

未来，随着“一带一路”设想的
逐步实现，服务业的不断崛起，中国
对外贸易或将迎来新的进出口平衡
的升级，到那时，中国的发展必然会
为世界的进步贡献更大的力量。

从商品到服务：买家中国的40年
■ 本报记者 张凡 实习记者 刘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