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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8 年中国的一组数

据———

1 分钟， 中国进出口约 5700

万元；

1 小时， 全国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近 7 家；

1 天， 全国对外直接投资

3.92 亿美元；

开放的中国， 每一刻都在发

生巨大改变。

70 年，两万多天，人类历史

长河的短暂一瞬， 从封闭半封闭

走向全方位开放的中国， 却实现

伟大历史性转折， 创造了令世界

惊讶的中国奇迹。

穿越 70 年时光隧道，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 开放的中国必将

续写新的传奇。

开放，标注发展高度

2019 年 6 月， 一辆即将出口

巴西圣保罗的城轨车辆， 在中车

四方正式下线。

这辆为当地 “量身定制” 的

列车， 将装备南美洲第一条机场

线。 “列车专门安装了计数传感

器， 将让车辆调度和线路运营管

理更‘聪明’ 。 ” 中车四方主任设

计师牟晓莎说。

如今， 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

自主研发创新的高技术设备，出

现在世界越来越多角落， 成为享

誉全球的一张金名片。

然而， 在上世纪 60 年代，很

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只能通过出

口大米、煤炭等初级产品，来换取

橡胶等急需物资。

从“卖大米” 到“卖高铁” ，70

年中国外贸规模从 1950 年的 11.3

亿美元发展到 2018 年的 46000 亿

美元，增长超过 4000 倍，不仅实现

了量的飞跃，更实现了质的提升。

外贸变迁只是中国开放发展

的一个缩影。 70 年，开放中国迸

发出神奇力量， 让神州大地风云

激荡，变化沧海桑田。

几年前， 美国一位名叫萨拉

的记者写了一本书———《没有

“中国制造” 的一年》。 书里记

录，她曾尝试一年不买“中国制

造” 会怎样，结果，从牙刷、刀片、

玩具，到服装、鞋袜、电器，想找到

“中国制造” 的替代品， 着实困

难，最后不得不放弃试验。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链

条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各个国家都

活跃着中国制造、中国装备、中国

建造、中国技术的身影……开放的

中国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潮涌东方，开放以兴。

1978 年，伴随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 改革开放让中国

突破封闭僵化的老路， 重新迈出

走向世界的步伐。

2001 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扬帆入海，在国际大海的“呛

水” 中，学会了游泳和搏击风浪。

进入 21 世纪，开启全面对外

开放新格局征程的中国， 以开放

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一组数字，见证 70 年光阴故

事的无比精彩———

70 年，中国经济总量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 600 多亿元， 增长

到 2018 年的超 90 万亿元， 多年

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70 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

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

一大外汇储备国， 第二大外资流

入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

7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增长超 4000 倍，吸引外资累计超

过 2.1 万亿美元， 对外投资实现

从零到千亿美元的飞跃， 中国已

成为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

贸易伙伴……

前不久， 到访中国的基辛格

协会副会长、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

伯特·霍马茨感慨：“上世纪 70

年代， 我第一次和基辛格博士访

问中国。如今再次来到这里，中国

发生的巨大变化， 取得的巨大成

就，超乎想象！ ”

开放，重塑了中国面貌，让中

国成为“世界的中国” 。

开放，提升民生温度

今年 8 月， 肯德基首家快手

主题店亮相北京前门。 携手国民

短视频平台快手，全国约 3000 家

肯德基店也同时玩起跨界合作。

这家店正是肯德基于 1987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开业的第一

家店。 那时顾客往往需要排队 2

小时才能等到一个座位。 遇上周

末，光餐厅外排队就有 400 多米，

须分段分时放人进店。

第一家外资餐厅，第一家外资

零售店，第一家外资化妆品……从

曾经的“第一” ，到融入点滴生活，

见证百姓生活变迁的在华外资企

业，也因此获得丰厚的成长土壤。

开放，创造了发展的机遇，也

释放出民生的温度。

百姓不再“望药兴叹” ———

曾几何时，价格高昂的“救

命药” ， 让患者感叹 “等不起”

“用不起” 。 而今，抗癌药零关税

新政实施、进口药审批步伐加快，

让百姓看病变得更加从容。

足不出户就能 “购” 遍全

球———

挪威三文鱼、西班牙火腿、新

西兰牛奶、 智利大樱桃……这些

曾经“可望不可及” 的全球网红

食品，已“飞” 入越来越多寻常百

姓家。如今，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已

稳居世界第一， 覆盖绝大部分国

家和地区。

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不

再是梦———

曾经， 出国旅游是老百姓做

梦也不敢想的事，今天，出境旅游

已成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

数据显示，1995 年至 2017 年，中

国出境旅游人数由 0.05 亿人次

增至 1.43 亿人 次 ， 年均 增长

17%，成为全球最大出境游市场。

70 年百姓生活一日千里。 背

后是中国不断敞开大门、 拥抱世

界的勇气和智慧。

从 1980 年设立深圳、 珠海、

汕头、 厦门等 4 个经济特区，到

2019 年全国拥有 18 个自贸试验

区， 中国不断迈向制度型开放新

阶段；从 1979 年诞生第一部外资

法律，到 2019 年实现“外资三法”

合一并出台外商投资法， 中国对

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力度不断

加大；从降低进口关税，到一再缩

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开放

释放的民生红利越来越大……

这个 8 月， 包括山东在内的

6 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正式成立。

青岛市民李琛先生从未想过，有

一天能因此在“家门口” 就享受

国际化医疗服务和教育资源。

同在这个月， 北京推出了

190 项举措， 聚焦服务业全链条

开放，涉及互联网信息、金融、医

疗、文化旅游等领域。

开放， 将让更多以前不敢想

的事，猛然就来到眼前。

开放，带来融合深度

开放，让中国因世界而跃升，

也让世界因中国而精彩。

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 小牛

村。曾经坑洼的土路，如今变成一

条崭新平坦的柏油马路。

“中国人是好朋友！ 我们终

于告别了一脚水、 一脚泥的日

子！ ” 路修好的那天，村里最年长

的塔季扬娜老人专门送来一筐自

己种的草莓，欣喜地流泪。

远在几千公里之外， 巴塞罗

那的超级计算中心， 联想集团支

持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

助检测视网膜疾病。可以想象，随

着中国企业“走出去” 步伐的不

断加快， 更多先进技术将帮助当

地人改善生活、增加就业。

开放， 深刻改变了中国；开

放，更彰显大国担当。

136 个国家，30 个国际组织，

195 份合作文件， 覆盖全球三分

之一以上的贸易……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诞生于 2013 年的

“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世界更多

角落落地生根， 为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居民带来沉甸甸的获得感。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像中国这样， 为世界经济增长提

供如此的机会， 中国扩大开放给

世界带来了机会。 ”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如此评价中国

的开放成效。

回望 70 年，一个古老的东方

大国，带着被“开除球籍” 的危

险，持续不断改革开放，如今已成

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贡

献者， 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

维护者和建设者。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

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

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国

正在与世界发生更深度的互动。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抬头， 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受到挑战，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

全球化暴风雨， 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的中国将选择如何前行？

中国以实际行动， 表明将开

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从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并复制推广， 到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

从设立“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 再到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中国主动张开双臂，

以实际行动拥抱世界。

还记得只用了 8 个月就在上

海临港完成建厂的电动汽车公司

特斯拉， 其创始人马斯克是一个

对速度追求几近偏执的人， 却感

慨上海创造了让他吃惊的“临港

速度” 。

而这样的开放速度， 正在中

国上演———

7 月 30 日，新版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正式实施， 长度再度

压缩，服务业、制造业、农业等领

域进一步开放；

8 月 16 日，上海启动自贸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

8 月 26 日，山东、江苏、广西、

河北、云南、黑龙江 6 省区的 6 个

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

再过一个多月， 上海黄浦江

畔，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大幕将启， 届时中国将再会世界

八方宾客， 以开放胸襟与全球共

享中国机遇和精彩……

打开开放大门，走过 70 年光

辉岁月的中国， 将以更加从容的

节奏阔步向前， 以更加开放的胸

怀拥抱世界， 续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辉篇章。

新华社电

开放中国

———70 年中国面貌变迁述评之九

新华社电 近日，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

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体育产业在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强化体育产业要

素保障， 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

情， 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 让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意见》提出了 10 个方面政

策举措。 一是深化 “放管服” 改

革，释放发展潜能。深化全国性单

项体育协会改革， 制定体育赛事

活动办赛指南、参赛指引，推进公

共体育场馆改革， 推动公共资源

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 二是完善

产业政策，优化发展环境。落实已

有税费政策， 完善体育无形资产

评估制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三

是促进体育消费，增强发展动力。

优化体育消费环境， 出台鼓励消

费政策，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

实施全民健身行动， 探索实行学

生运动技能标准达标评定制度。

四是建设场地设施， 增加要素供

给。优化体育产业供地，鼓励利用

既有设施改造及合理利用公园绿

地、市政用地等建设体育设施，组

织实施全民健身提升工程， 挖掘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建

立体育场馆安保等级评价制度。

五是加强平台支持， 壮大市场主

体。研究设立由政府出资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的中国体育产业投资

基金，建设体育产业发展平台，推

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六是改善

产业结构，丰富产品供给。提升体

育服务业比重， 支持体育用品制

造业创新发展， 推动体育赛事职

业化，支持校际体育赛事发展，加

快发展冰雪产业，大力发展“互

联网 + 体育” 。 七是优化产业布

局，促进协调发展。打造体育产业

增长极， 差异化发展区域特色体

育产业，推动在“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举办马拉松、 自行车等系列

体育赛事。 八是实施“体育 +” 行

动， 促进融合发展。 推动体医融

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鼓励

体旅融合， 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

范工程，加快体教融合，引进专业

人员和机构等为学校体育课外训

练和竞赛提供指导。 九是强化示

范引领，打造发展载体。鼓励建设

体育服务综合体、 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 加强体育产业基地建设与

管理， 探索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

建设。十是夯实产业基础，提高服

务水平。 要加强体育产业人才培

养，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

《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要

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协同联动，各

地区要建立相关协调机制， 强化

政策衔接，确保时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月 17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活

动在北京举行。 这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左）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

新华 / 传真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

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

新华社电 财政部 17 日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7061 亿元，

同比增长 3.2%。

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901亿元，同比增长 3.5%；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71160 亿元，

同比增长 2.8%。 全国税收收入

117134 亿元，同比下降 0.1%；非税

收入 19927亿元，同比增长 27.3%。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

今年前 8 个 月 ， 国内 增值 税

44908 亿元，同比增长 4.7%；国内

消费税 10414 亿元， 同比增长

18.5%； 企业所得税 31030 亿元，

同比增长 3.6%；个人所得税 7212

亿元，同比下降 30.1%；进口货物

增值税、消费税 10794 亿元，同比

下降 6.9%；关税 1896 亿元，同比

下降 3.3%。

支出方面， 今年前 8 个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3069 亿

元，同比增长 8.8%。 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2185 亿元，同

比增长 8.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30884亿元，同比增长 8.8%。

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月，全

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5987 亿

元，同比增长 6.4%。 其中，中央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813 亿元，同

比增长 1.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

算本级收入 43174 亿元， 同比增

长 6.7%。

今年前 8 个月， 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52745 亿元， 同比

增长 30.8%。 其中，中央政府性基

金预算本级支出 1615 亿元，同比

增长 18.6%；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

算相关支出 51130 亿元， 同比增

长 31.2%。

前 8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 3.2%

新华社电 一方面是社区公

共场所或居家环境不太适合老年

人， 一方面是老年人更倾向社区

和居家养老的实际， 日前在国务

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

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多项强化医疗卫生与养

老服务衔接的举措， 推动医养结

合延伸至社区和农村。

在 17 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 全国老龄办常务

副主任、 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

军说， 意见提出制定医养签约服

务规范， 鼓励养老机构与周边的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签

约合作。 据悉，通过签约合作，签

约医疗卫生机构可为入住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诊、急救、

诊疗服务等。

意见提出， 要改扩建一批社

区（乡镇）医养结合服务设施，城

区新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内部

建设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设施。 有

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设置

康复、护理病床和养老床位。

90 个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市、近 4000 家医养结合机构……

已实施近 4 年的医养结合工作，

已让很多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受

益。 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

司司长王海东说， 社区和农村医

养结合工作是一个“短板” ，特别

是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或者居

家的健康养老服务还不够多，质

量不够好。

王海东说， 国家卫健委将着

力补上“短板” ，加强社区和农村

医养结合服务设施的数量， 提高

服务质量。比如，开展社区医养结

合能力提升工程， 在农村统筹乡

镇卫生院和敬老院、 村卫生室和

农村幸福院的资源，统筹规划，毗

邻建设，让它们建在一起，融合医

养结合服务。

此外， 国家卫健委将研究制

定医养结合机构的管理和服务指

南，对它们进行监管和考核，同时

加强医养结合信息化支持， 形成

一个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网络，提

升健康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强化“医”“养” 衔接

我国将推动医养结合延伸至社区和农村

据新华社电 17 日 ， 北京

世园会迎来英国国家日。 在精

致美丽的英国展园，乐队演奏、

故事讲述、纪录片放映、品酒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园中展开，

吸引了 大量 游 客入 园参 观体

验。 记者从活动中获悉，世园会

期间， 英国展园已接待游客 83

万多人次。

世园会开园以来， 具有英国

传统林地风情的英国展园受到游

客欢迎。漫步于此，可以看到多种

繁盛花草、错落有致的灌木、音乐

喷泉、英国电话亭等景观，室内展

览则向游客展示园艺和食品生产

的新方法和技术。 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面呈现英国国旗图案的巨大

植物墙， 墙上植物全部由屋顶收

集起来的雨水灌溉。

17 日， 英国展园内热闹非

凡，游客们在园内穿梭欣赏美景，

观看韵味十足的爵士乐团演奏。

室内， 人们还可以观看环保纪录

片，欣赏中英青年交响乐团演奏，

品尝英国特色美酒。在花园里，工

作人员还扮成彼得兔、 帕丁顿熊

为孩子讲述童话故事。

“北京世园会是一次特别的

盛会。 ” 在英国国家日开幕式上，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说， 在这里

我们分享了英国人对花园的热情

以及英国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

面所做的承诺。

北京世园会迎来英国国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