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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让民营企业安心发展
——专家建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新华社记者 韩洁 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日
举行的“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上，多位专
家表示，当前应理性看待民营企业发展困
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将中央各项政策
落到实处，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继
续发展壮大。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的大方向从未改变”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
挑战，引发舆论关注。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中
央历来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
的环境，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题中应
有之义。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要正确看待当前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这
些困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与我国整体经
济发展态势是一致的。
“在当前内外压力大的形势下，把民营
企业遇到的困难视为政策有变，这种担心
没有必要。”刘尚希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毕吉耀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营
企业发展遇到过不少困难，各种争论也
不断涌现，但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仍是主
流 ，目 前 贡 献 了 我 国 60% 的 GDP 总 量 、
80%的城镇就业岗位以及超过一半的税
收。
“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的大方向从未改变。”毕吉耀说。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重点领域
融资机制、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
格研究所所长臧跃茹列举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政策。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民营经济
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臧跃茹说，当前民
营企业面临的一些困难与复杂的国际国内

形势有关，是一系列因素交织的结果，是所
有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政策稳，企业才能预
期稳、
信心足”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关键要为民
营企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专家表示，企业稳预期，关键是相关政
策要更精准，执行要更有力，要提高政策稳
定性，给市场传递正面信号，让企业安心发
展。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
是融资问题。”刘尚希建议，应加快金融改
革，既要有效防风险，也要“一碗水端平”，
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
“民营企业以中
小企业居多，金融血脉不畅，企业发展就
难。”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郭春丽说，融资问题是世界
中小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央一直高度
重视。除了短期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支持
融资担保服务等举措保持流动性，长期还

应采取标本兼治的思路改善企业融资环
境，包括加快发展民营银行、多层次资本市
场等。
“政策稳，企业才能预期稳、信心足。”
针对民营企业关注的负担重问题，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建议，
一方面应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等举措进一
步为制造业减负，另一方面在政策调整时
应设立一定过渡期或适应期，提高政策稳
定性和透明度。
中央各项扶持政策，唯有落到实处企
业才能切身有感。专家们建议，应加大力
度破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桎
梏，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的
市场环境。
“从体制机制方面看，确实还存在造
成‘玻璃门’
‘ 弹簧门’
‘ 旋转门’等的制度
障碍，在市场准入方面对民营企业也仍有
一些限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
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
说，下一步关键要让改革举措有效落地，
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好发挥市场
作用，为民营企业打造更便利、更优化的
营商环境。

以扩大进口助力高质量发展

首届进口博览会释放经济新信号

“民营企业要把短期阵
痛化为成长动力”
在专家们看来，当前民营经济遭遇的
困难，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进程相关，
加上民营企业更多处在产业链中下游且多
是中小企业，
转型的痛感更明显。
“我国经济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不仅要靠国有经济，还要通过竞
争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臧跃茹
说，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具有“船小
好掉头”的优势，应坚定发展信心，抓住转
型契机苦练内功，提高创新能力，在未来展
现更多活力和更强韧性。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民
营经济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要把短期
阵痛化为成长动力。”毕吉耀说，相信在一
系列政策推动下，在不断优化的发展环境
下，民营企业通过自身努力一定会攻坚克
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加发展壮大，迎
来大发展的新时代。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进博会将为阿根廷
出口商品打开一扇窗
——访阿根廷投资
和国际贸易促进局官员
■新华社记者 倪瑞捷

还有不到一个月，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将在上海开幕。作为
我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
程、今年四大主场外交
的 “ 压 轴 戏 ”， 进 口 博
览会在给世界带来新机
遇的同时，也将助力中
国经济行稳致远和高质
量发展。

昨天，进口博览会投资促进对接交流会在上海松江广富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郁琼源 周
蕊

降关税、办进口博览
会 中国持续释放“扩大进
口”
政策信号
今年国庆前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发布公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降低
部分工业品等商品的最惠国税率，涉及
1585 个税目，
约占我国税目总数的 19%。
包括 5 月 1 日起对绝大多数进口药品
实施零关税，7 月 1 日起降低汽车及零部
件、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在内，今年
以来我国已经实施 4 次自主降税，使得关
税总水平由上年的 9.8%降至 7.5%，平均
降幅达 23%。
如果说下调关税是降低进口的“硬
成本”，即将在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
将搭建交流平台，降低进口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一“硬”一“软”之间，中国扩大
进口的政策信号十分积极、明确。
“举办进口博览会是我国的一大创
举。”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
主任刘英奎说，从世界范围看，博览会多
是促进出口，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
博览会。从中国角度看，进口博览会的
举办意味着我国从过去的鼓励出口，向

扩大进口、进口与出口并重转型，是我国
外经贸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在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看来，
扩大进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要实现由大到强
的转变，就要更好地全方位参与全球资
源配置，出口和进口长期一只腿长而另
一只腿短是不行的。我们要用进口博览
会的‘四两’
，拨动扩大进口的
‘千斤’
。”

增加百姓福祉、助推
产业升级 办好进口博览
会
“惠人惠己”
在一部分人眼里，出口是赚钱的买
卖，进口是花钱的买卖，对于进口贸易的
重视程度在实践中不如出口。而事实
上，办好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口，除
了惠及世界各国，也将给中国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从需求侧看，中央财经大学财
经研究院院长张晓涛认为，举办进口博
览会有助于满足国内消费者对高品质生
活的需求，让百姓在家门口以实惠的价
格买到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
来自加拿大的北纬 50 度生态集团总
经理刘宏说，
得益于冷链物流的普及和中
国的贸易便利化政策，
在加拿大捕捞的三
文鱼、生蚝、龙虾、象拔蚌等水产品，36 小
时就能送到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餐桌上。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7 月 1 日起，水产品关税大幅下调，
这让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
力。”刘宏说，企业计划亮相 11 月举行的
首届进口博览会，为枫树汁等加拿大居
民喜爱的食品寻找
“中国粉丝”
。
除了加拿大海鲜，新西兰牛奶、南美
水果等“网红”产品也在加快进入千家万
户。
“ 进口确实是花钱的买卖，但从消费
升级的角度看，
这个钱花得值。”白明说。
——从供给侧看，刘英奎认为，通过
举办进口博览会，展示国外的新产品、新
技术、新服务，一来可以把部分贸易转化
为外商投资，二来有利于国内外企业近
距离交流、合作，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
升级是有好处的。
长 20 米、宽 10 米、高 8 米，占地面积
达 200 平方米，总重达 156 吨……首届进
口博览会上“吨位”最大的展品是德国瓦
德里希科堡公司研发的机床“金牛座”龙
门铣，被拆分成 26 件货物、装进 12 个集装
箱，
9 日从海路运抵上海。
中国机床总公司负责人梁枫说，
全球
机床行业的八家龙头企业将在进口博览会
“争奇斗艳”
，
其中十余台机床展品是中国、
亚洲乃至世界首发，
“金牛座”龙门铣便是
其中之一。德国瓦德里希科堡公司首席代
表刘中柏表示，这台机床精度达到了 4 微
米，
能够加工各种复杂零件，
在汽车、航空
航天领域都可适用。
“希望能借助进口博览
会，
为
‘大块头’
在中国找到一个新家。
”

以进口博览会为平
台 推动全球经贸合作
2015 年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中智中
心，目前已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 30 家“6
天+365 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之一。最
近一个月来，中智中心负责人邬远峰很
忙碌，除了将智利车厘子等水果引入中
国，
他还在筹划一个经贸论坛。
“智利的风能太阳能资源非常丰
富。我们打算在博览会期间办一个新能
源论坛，推动智利方面和中国企业开展
合作。”邬远峰说。
买卖只是第一步，
在扩大进口的基础
上，
进口博览会也是全球经贸合作的大平
台。刘英奎说，
通过举办进口博览会，
减少
一些国家对华贸易逆差，
优化我国的贸易
环境，
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
进口博览会搭建的经贸合作平台，
具有包容性、互惠性的特点。全球 44 个
最不发达国家中，有超过 30 个前来参加
进口博览会。进口博览会还为参会的最
不发达国家免费提供两个标准展位。
白明说，
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
下，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表明了推进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维护自由贸易的一
贯立场。
“一届成功的进口博览会可以向
外界展示，如果错失中国市场，将丧失多
少商业机会。
”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0 日电

阿根廷投资和国际贸易促进局国际贸
易总负责人亚历杭德罗·瓦格纳近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阿根廷政府和企业界
对即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抱有很高的期望，
这项中国发起的倡议
是
“里程碑”
式的，
将作为一扇
“窗口”
帮助阿
根廷出口更多商品。
阿根廷投资和国际贸易促进局是阿根
廷参加中国进博会的官方组展机构，作为
该局国际贸易的总负责人，瓦格纳承担了
阿根廷众多机构和企业赴华参加进博会的
组织工作。
瓦格纳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
市场对国际上的许多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许
多品牌也在积极布局进入中国市场，
进博会
的举办对这些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机遇。本
次进博会无论从规格还是参展国家和企业的
数量看，
都是一场可以让多方受益的盛会。
据瓦格纳介绍，阿根廷投资和国际贸
易促进局全年将带领数百家企业以不同形
式参与到中国进博会中。
据介绍，阿根廷将在进博会上设立国
家馆，
届时，
阿根廷高级别官员也会出席进
博会并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
瓦格纳说，阿根廷国家馆会成为展示
国家文化的窗口。阿根廷国粹探戈舞将登
陆进博会以拉近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在阿
根廷国家馆也将能品尝到不同种类的阿根
廷优质红酒。除此以外，阿根廷不同省份
也都将推介自己的本土文化和特色商品。
阿根廷企业界对参加中国进博会显示
出了浓厚的兴趣。瓦格纳表示，阿根廷对
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潜力巨大，红酒、蜂蜜、
大米、鹰嘴豆、橄榄油等阿根廷优质农产品
将亮相进博会，阿根廷肉类协会也将率多
个肉企参会。
在瓦格纳看来，
牛肉、
鸡肉、
鱼肉和葡萄
酒是阿根廷的
“四大明星产品”
，
在中国已经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阿根廷希望借助这些
“明星产品”
提高其他产品在中国的认可度。
瓦格纳说：
“进博会能让更多的阿根廷
商品被中国消费者熟知，阿根廷企业家的
参与热情非常高。中国人对高品质农产品
旺盛的需求是不争的事实，阿根廷可以满
足中国市场的需求，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
搭建一座桥梁。”
瓦格纳表示，中国进博会不仅对阿根
廷，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扇
“窗口”，一
百多个国家齐聚一堂，
参与热情空前高涨，
这无疑是国际贸易的最好时刻。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已有来自 130 多个国家
和 地 区 的 2800 多 家 企 业 确 认 参 展 。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10 月 9 日电

本报社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1515号 邮政编码：
201315 总机：
021-38982900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
3101520080003 浦东时报社南汇工作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北门大街58号 邮政编码：
201300 电话：
021-58000312 印刷：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