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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大门越开越大 道路越走越宽
□新华社记者 宋振远 何欣荣 孙奕
2018 年 7 月 30 日，《北京市关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重要举
40 年发展的辉煌成就昭示，对外
措的行动计划》 发布，117 项举措务
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中
实有力，传递出强烈的政策信号。
国与世界互动共赢的精彩篇章。
2018 年 10 月 16 日，《国务院关于
进入新时代，中国又推开了更高
同意设立中国 （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
水平对外开放的大门。展望未来，新
区的批复》 正式发布，中国的自贸区
一轮开放不仅助力中国的高质量发
增至 12 个……
展，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
从中央到地方，从制造业到服务
更大贡献。
业，从具体举措到实施载体——中国
■开放倒逼改革：破茧成蝶，换
用实际行动证明：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来新生
闭，只会越开越大。
从曾经的技术工人，到现在的企
■开放激发创新：海纳百川，勇
业负责人。年届 60 岁的周平虎永远无
立潮头
法忘记 1990 年那个夏天，在时代大潮
位于上海张江科学城的跨国企业
的感召下，周平虎从国企辞职，来到
联合孵化平台，最近一年与创业企业
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怀揣 8000
的对接很红火。GE 的爱迪生创新工
元存款，租了间两米宽的门面，推着
社、博世的汽车智能平台……越来越
自行车……打破铁饭碗，他开始自己
多的创业者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了技
找客户，推销旋压机械设备。
术、资本、市场等资源的注入。
经过数年奋斗，他的生意越来越
单从面积看，这个 2000 多平方米
广：第一个海外买家，是从阿里巴巴
的“迷你孵化器”并不惹眼。这里空
平台上找来的南非商人；第一张大批
间虽小，平台不小，成果更多。比
量订单，来自沟通五洲四海的广交
如，一家创业企业发明的物质快速脱
会；第一个海外技术指导，是从澳大
水提纯技术，已被几家全球日化巨头
利亚请来的大学教授……
“相中”，用于其天然植物成分化妆品
周平虎感慨：“现在，我们研发
的研制中。
的机械设备远销世界 50 多个国家。”
用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副
“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
总经理杨亮的话说，本土创业企业和
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
跨国公司对接，是一种“蚁象共舞”
来新生”。周平虎的故事，是中国在
的模式。跨国公司的资源资本，加上
开放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开放中促进
创业者的激情和智慧，在平台上产生
改革发展的缩影。
化学反应。截至 2017 年底，平台共计
回溯 40 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孵化了 41 个项目，总的市场估值达到
开放与改革始终结伴同行。从深圳经
30 亿元。
济特区的创立到浦东的开发开放，从
“搞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
加入世贸组织到发出“一带一路”倡
要善于以开放的心态，勇于和世界顶
议，从经开区、保税区到自贸区、自
级水平对标。”同处张江科学城，微
贸港……改革与开放形成的合力，推
创医疗器械集团董事长常兆华对“开
动整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追
放式创新”感触颇深。
赶、书写辉煌。
1998 年，常兆华回国创业。2015
“开放就是改革，寓改革于开放
年，微创研制的“火鹰”心脏支架在
之中，这是 40 年中国发展的法宝。” 欧洲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试验成果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说。2018 年
于今年 9 月登上医学权威刊物 《柳叶
3 月下旬，我国第一个国际化期货品
刀》。常兆华说，欧美是全球医学最
种——原油期货在浦东的上海国际能
发达的区域。微创希望在“苛刻”的
源交易中心上线交易。锣声一响，举
环境下，为国产医疗器械赢得国际医
世关注。
学界的认可。
原油期货的设计特点，可用 17 个
从医疗器械到家用电器，再到高
字概括：“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
科技通信设备，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在
税交割、人民币计价”。字里行间， 诸多产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印证了
处处透着开放的理念。
同一个道理：对外开放，是一个学习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副总经理
应用世界先进技术、并不断创新发展
陆丰说，原油期货推出之前，国家发
的过程。
展改革委、能源局、证监会等牵头，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再到粤港澳
在期货市场跨境监管、境外投资者准
大 湾 区 ，“ 开 放 式 创 新 ” 激 发 的 活
入、外汇兑换、海关保税监管等方面
力，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为“上海
“如今在深圳，不管企业负责人
油”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
是否高学历，来自什么地方，他们的
期货合约奠定了基础。
企业一成立，都会想到在国际的产业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8 年
链中去寻找定位。这就是深圳开放和
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好的纪念
创新的特质。”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
方式是推出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改
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革开放措施——
苹果华南总部、高通深圳创新中
2018 年 4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
心、空客 （中国） 创新中心……近年
公布了 11 项将在今年落地的金融开放
来，一系列全球知名企业选择将创新
措施。
载体落户深圳。
2018 年 7 月 10 日，上海公布“扩
与国际高手近距离过招，让本土
大开放 100 条”，90%以上的措施年内
企业快速成长。正如吴思康所说：
实施。
“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

而新，因改革开放而强。开放对于深
圳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实在太重要
了。
”
■开放推动共赢：大道之行，天
下为公
上海西郊，一片银色的“四叶
草”熠熠生辉，迎接四海宾朋。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书写了国际贸易史上新的华彩篇
章。
北欧最大的快消品公司——挪威
奥克拉集团参加了首届进博会。“我
们大部分产品第一次进入中国，在进
博会上充分感受到中国市场的热情。
集团已决定参加明年的进口博览会，
希望展会的规模再大些。”谈到参展
收获，奥克拉大中华区销售经理赵静
雅喜出望外。
在进博会上“收获满满”的，不
止是高品质快消品。埃塞俄比亚的咖
啡、赞比亚的蜂蜜、冈比亚的民族服
装服饰、南苏丹的手工艺品……这些
最不发达国家的特色产品，也在进博
会上集中亮相。
通过进博会这样的国际公共产
品，中国实实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
分享发展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携
手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
目光由东部转向西部，内陆的陕西省
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节拍，一路
向西开拓，对外合作如火如荼。
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安爱菊粮
油工业集团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起 30
万吨的油脂加工厂。“中亚地区粮食
生产能力比较充裕。我们的投资不仅
解决了当地卖粮难问题，也满足了国
内百姓对高品质粮油的需求。这是典
型的合作共赢。”爱菊集团董事长贾
合义如是说。
通过向西开放，今年上半年陕
西的外贸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陕
西省商务厅副厅长唐宇刚说，中欧
班列“长安号”开行以后，开行总
量逐年递增。“陕西装备制造业的产
品，比如宝鸡的石油钻采机械，走
进了沿线很多国家。而中亚地区的
粮油，通过‘长安号’运到了国内
市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五
千年文明史上，中国有过开放包容涵
养出的盛唐气象，也有过闭关锁国招
致的落后与苦难。
站在古丝路起点西安“大唐西
市”的规划图前，丝绸之路国际总商
会 主 席 吕 建 中 娓 娓 道 来 ：“ 盛 唐 时
期，世界各地的商品、珠宝、药材以
及宗教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
市。
如今，“大唐西市”正在打造国
际商旅文化产业项目，陕西自贸区也
在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新模式。过去和未
来，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实现了神奇
交汇。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今天的中
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自信、担
当作为。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同舟共济、共赢发展。

进入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白天鹅在河南
三门峡黄河湿地越冬。当地政府采取巡护、补
食、特定区域限制参观人数、不准使用无人机
拍摄等措施，保护白天鹅。目前，到三门峡黄
河湿地越冬的白天鹅已有 6000 多只。
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西安 17 人被刑拘
新华社西安 11 月 24 日电（记者 陈晨）记
者从西安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联席会议办
公室获悉，今年以来，西安共为 6000 余名劳动
者追讨回劳动报酬。同时，西安公安部门立案
查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 63 起、刑事
拘留 17 人，
有力震慑了恶意欠薪行为。
西安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查
隐患、清积案、7 部门“一厅式”集中办公常态化
等一系列举措，治理欠薪问题全覆盖、全时段
的监管格局逐渐形成。截至目前，西安共协调
处置欠薪案件 2217 起，为 6367 名劳动者追讨
劳动报酬 7544 万元，分别同比下降 16.5%、8.1%
和 17.1%，连续两年实现了欠薪案件总数、涉及
人数、涉及金额
“三下降”。
与此同时，西安始终以“零容忍”态度重拳
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今年以来，公安部门立案
查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 63 起、刑事
拘留 17 人，法院判决 3 人。人社部门公布 32 起
欠薪典型案例，将 391 户存在欠薪行为的企业
纳入
“黑名单”
，实施联合惩戒。
据西安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
人员介绍，随着元旦、春节临近，工程建设领域
又将迎来工程款、工资款的结算高峰，欠薪问
题可能多发频发。对此，西安将立即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加大案件查办力
度。各级财政、发改等部门将落实政府项目
“清偿责任”，及时拨付政府投资项目工程款，
坚决杜绝政府投资项目发生欠薪问题。
目前，西安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设
立欠薪问题投诉接待窗口 27 个、开通投诉举报
电话 29 部，将及时受理、跟踪处理农民工投诉
举报的欠薪问题。

广西破获特大网络传销案

现场起获现金 4700 万
新华社南宁 11 月 24 日电（记者 向志强）
记者从广西百色警方获悉，近期他们成功破获
一起涉案金额超 8 亿元的特大网络传销案，冻
结涉案资金 2.98 亿元，其中现场起获的现金多
达 4700 余万元。
据介绍，今年 3 月，百色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发现，某公司打着“互联网+团购服务消费服
务”旗号，以获取高额收益为诱饵，引诱群众缴
纳入会费成为会员，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犯罪。这一传销体系涉及人员众多，遍及广
西、云南、湖南、湖北等 20 多个省（市、区）。11
月 18 日，警方在南宁统一收网，抓获犯罪嫌疑
人 6 人，
扣押涉案现金、房产、车辆等一批。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