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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 40年的伟大实践令
世界感到惊叹。进入 2019年，迎来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的中国，再次展现对外开
放的坚定决心。

记者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对
外开放的最前沿上海，到古代丝绸之路
的起点西安，感受对外开放带来的春风
拂面，目睹在开放发展道路上的百舸争
流。风雨兼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

融通：对外开放

海纳百川

如果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看作一
把弓，奔流不息的长江视作一支箭，那
么箭头所在之处正是上海洋山深水
港。

在上海洋山深水港的码头，五颜六
色的集装箱码放整齐，与蔚蓝的大海一
起，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来自
全球各地的巨轮汇集于此，待装卸完毕
之后，又急匆匆地驶向天涯海角。

洋山深水港从 2005 年开港使用到
现在，年吞吐量已经超过 1800万标箱。
上海港也藉此实现年吞吐量超过 4000
万标箱，创造了全球吞吐量最大集装箱
码头纪录。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如果说中国
东部沿海依托海港优势走在了对外开
放的最前沿，那么地处内陆腹地的中西
部地区又是如何抓住对外开放带来的
战略机遇呢？
“买全球、卖全球”，走进中国（郑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这六个
大字格外显眼。园区内，来自全国各地
的商品汇聚，通过电子商务行销世界；
全球商品也汇聚于此，也是通过电子商
务发往全国。

如今的郑州正在全力打造四条丝
绸之路——以郑欧班列为重要抓手的
“陆上丝绸之路”、郑州—卢森堡货运航
线为载体的“空中丝绸之路”、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的“网上丝绸之路”、以郑州

铁路枢纽对接沿海港口的“海上丝绸之
路”。

千年古城西安，昔日驼铃声声从这
里出发，穿过漫漫黄沙而横贯东西。如
今，中欧班列“长安号”呼啸疾驰，钢铁
驼铃铿锵有力，通过新欧亚大陆桥让西
安与世界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对于陕汽

集团来说太重要了。”陕西汽车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科强介绍，陕汽
集团是我国民用重装卡车领域的重要
企业。然而，在过去，地处西部腹地的
陕汽要走向国际市场却被物流瓶颈所
困扰。

如今，陕汽集团乘着“一带一路”的
东风，累计出口车辆已超过 15 万辆。
2018 年，陕汽共出口车辆 12757 辆，在
亚太区、亚俄区和中东区合计出口 5666
辆，占出口总销量的44.4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

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30%。”英国 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
芬·佩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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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对外开放

向深层次发展

对外开放不只有“买全球、卖全
球”。

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内陆
腹地，一条条经历实践检验的创新制度
正在不断得到推广，推动中国对外开放
向更深层次发展。

在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走进费斯
托（中国）有限公司的体验中心，伺服压
机精准地安插元器件，多功能滑块系统
利用磁悬浮原理可以灵活高效地运载
输送部件……
“我们是首家自贸区海关特殊区域

货物分类监管试点企业。”费斯托（中
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刘芳

说，自贸区海关特殊区域货物分类监管
的政策实现保税和非保税产品在同一
地点管理运营，费斯托以更低成本、更
高效率的物流向全球客户提供产品和
服务，助力工业自动化升级和智能制造
发展，为费斯托亚太物流中心和客户定
制化生产中心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必
要条件。

上海自贸区设立 5年来，在投资、贸
易、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四大方面，已
经有 127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
广。

在郑州，“郑州模式”——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保税模式在 2013 年 5月获批
开始实践，并在 2014年 7月被海关总署
赋予 1210监管代码。“郑州模式”被业界
认为是跨境电商监管模式的创新。

河南保税集团总裁徐平介绍，“郑
州模式”就是跨境电商平台的商家通过
国际物流将商品提前运至国内保税中
心，进行海关和国检备案后，备货到保
税中心，当消费者下单后，商家向海关
推送订单信息、运单信息、支付信息，经
海关查验放行后，通过国内快递运送到
消费者手中。

在这过程中，大幅降低了物流成
本，提高了通关时效，解决了政府监管
难、消费者维权难的“两难困境”，实现
了政府、企业、市场的多方共赢。

西安则是充分开发自身潜力，积极
探索将国家的政策与地方优势相结合，
摸索出的中欧班列“铁路运输方式舱单
归并新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模式是
指同一品名、同一规格、同一合同、同一
公司、同一批次的大宗进口货物，几十
节车厢的舱单归并成一个舱单，用一票
报关单申报。这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
本、通关时间，提升了货运效率和中欧
班列的运营水平。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陕西）自贸
区西安区域承担的 127 项改革创新试
点任务全部完成，形成了 136项创新案
例，其中多项制度创新在陕西全省复制
推广。

进发：向高质量

对外开放阔步前行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历史创举，其
成果是超乎想象的。”德国联邦外贸与
投资署第一总经理于尔根·弗里德里希
说，近来，中国又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开
放新举措，包括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
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步伐。

2018年 12月 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对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
全面部署，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
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
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在上海，上海自贸区在贸易投资便
利化等制度创新当先，释放强大动能的
“上海扩大开放 100条”行动方案正在抓
紧落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准
备工作有条不紊……

在郑州，对外开放的下一步工作就
是“五区联动，四路并举”——整合现有
国家级平台的各种资源，联动创新，联
动发展，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继续加
强四条“丝绸之路”的建设，推动“郑州
模式”在更多国家地区落地发展……

在西安，狠抓营商环境，对标沿海
开放先进城市，围绕“一带一路”提出的
“五通”，挖掘西安在科教人才、历史文
化、地理区位等多方面优势，推动在军
民融合、硬科技、旅游、金融等多个领域
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
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
要中国。

潮流汇聚九州，道路通达天下。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新年贺词所
说，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
度，看到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中国
决心。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
冯俊扬、刘开雄、刘劼、有之炘、姚友明、

刘怀丕)

潮起东方浪涌时
—来自对外开放前沿的时代强音

■李克强 1月 31日向英国 48家集团
俱乐部主办的中英贸易“破冰之旅”65周
年纪念活动致贺信

■汪洋 2月 1日在京出席宗教团体负
责人迎春座谈会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分别于2019
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协办公厅今天宣
布，欢迎中外记者届时前来采访。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
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将在北京市复兴路乙
11号梅地亚中心设立新闻中心，负责接
待和安排中外记者对两个会议的采访。
新闻中心将于2月 27日正式开展工作。

凡要求采访两个会议的记者需提出
申请。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向新闻中心提
出申请，地方随团记者由各代表团向新
闻中心提出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

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提出申请，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
向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提出申请，台湾地区记者向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提出申请，外国驻华
记者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外国临时来
华记者向中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中国外
交部授权的签证机构提出申请。记者报
名截止日期为2月 25日。

为方便记者采访，两个会议新闻中心
网页将及时发布采访信息及与采访相关的
资讯。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
网页地址为：http：//www.npc.gov.cn/pc/
13_2，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中心
网页地址为：http：//www.cppcc.gov.cn。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新闻中心将于2月 27日正式开展工作

腊月的杂谷脑河畔，雪沃纵横，霜天
寥廓。

春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派出工作
组远赴四川省理县甘堡乡日尔脚村，检
查调研扶贫帮困工作，看望慰问对口帮
扶对象，为群众送上新春的祝福。
“以前总羡慕城里人晚上出门方便，

没想到现在村里也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感谢部队，晚上出门再也不用带手电筒
了……”刚走进村里，村主任杨超便打开
了话匣子。

日尔脚村板子沟组海拔 2200多米，
有 63户居民住在半山腰。夜间走山路
危险，村民们以前晚上出门都要拿着手
电筒或者煤油灯。
“根据村民需要，在 3个自然村组安

装了路灯。”顺着杨超手指方向望去，一
盏盏款式别致的太阳能路灯，像哨兵一
样整齐地伫立在乡村道路旁。
“村里还建了公共厕所，下步我们将

开发旅游项目，让乡亲们的口袋尽快鼓
起来，日子红火起来。”展望未来，杨超信
心满满地说。

四九严寒送温暖，一枝一叶总关情。
“老人家，我们今天来看望您，看看

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在余德明老
汉家，武警浙江总队政委张喜文一进门
就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

看着武警官兵带来的大米、精肉、食
用油等年货，余德明激动地说：“感谢党，
感谢武警部队，帮助我们家过个好年。”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一场无情的大
火将余德明家房屋和卖羊收入的 3万余
元等钱物烧毁，老人因灾致贫，家庭生活
比较艰难。
“火灾无情人有情，相信有党的好政

策，老乡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围

坐在火盆边，军地双方就如何改善村民
生活条件、项目建设责任区分、施工节点
等展开讨论。

一簇簇跳跃的火苗，如升腾的希望，
温暖着大家的心。
“精准帮扶不仅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更要帮乡亲们树立信心。”驻点的武警浙
江总队保卫处干事丁黎明介绍，2018年
总队先后 6批次进村入户，全面掌握各
村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物产资源和群众
生活、生产、就业等实际情况，将带有普
遍性的需求及时归类整理并形成建议，
为脱贫行动提供第一手资料。
“我们这里山多田少，过去村民广

种薄收，辛辛苦苦忙碌一年也打不来多
少粮食。”理县县长王世伟说，去年初帮
扶项目立项后，武警浙江总队投入资金
用于“坡改梯”项目。经过一年来的努
力，一共在熊尔村、日尔脚村、联合村平
整土地 1030亩，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
好事。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
康扶贫事关百姓福祉，事关脱贫质量。一
大早，日尔脚村村民就在武警浙江总队设
立的医疗服务点前排起了长队。
“饮食上要尽量少盐……”检查身

体、测量血压、发放药品，军医们一边看
病拿药，一边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宣教。
“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无形中成为许多村民脱贫致富路上
的绊脚石。”日尔脚村卫生所医生任剑
说，武警浙江总队的军医不仅为 10多名
疑难病症患者制订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还免费给村里赠送了常备药品。

从水乡到高原，武警官兵与当地群
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浙江到理县，
这段跨越2000公里的真情，令人动容。

跨越2000公里送温暖
——武警浙江总队官兵看望慰问四川理县

帮扶对象侧记
■吴先德 邵建国 本报记者 张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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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2月1日，在北京至北海的G529次列车上，铁路职工准备了主题为“金猪贺岁福

迎新春、欢歌笑语情满旅途”的列车联欢会，让旅客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温馨的旅程。

图为演出结束后铁路职工与旅客合影。 新华社发

统帅牵挂士兵，士兵想念统帅，统

帅与士兵心连心。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习主席给“王

杰班”全体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努力做

新时代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熔

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并向战士

们和家人致以新春祝福。习主席的回

信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我军统帅对

广大官兵的深切关怀，对基层建设的

高度关注，对全军将士是巨大鼓舞。

习主席始终心系基层，情系官

兵。习主席多次强调，实现强军目标，

基础在基层、活力在基层；要时刻把基

层官兵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尊重官兵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增强基层内生动力

和工作主动性。全军官兵永远不会忘

记：2015年2月16日，习主席给内蒙古

军区边防某团一连全体官兵回信，勉励

他们着力加强连队全面建设，推动强军

目标在连队、在边防落地生根，为筑牢

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再立新功；2017

年9月23日，习主席给南开大学8名新

入伍大学生回信，肯定了他们携笔从

戎、报效国家的行为，勉励他们把热血

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书

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习主席的每

次回信，字字深情，句句牵挂，充满着对

基层官兵成长进步的无限关爱，激励全

军将士不忘嘱托、牢记使命，积极投身

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

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样子，一代

军人有一代军人的担当。在人民军队的

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好战士。从

“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张思德，

到“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的董

存瑞；从“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黄继

光，到“纪律重于生命”的邱少云；从“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去”的雷锋，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王杰……他们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

起了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成为党和人民

放心的好战士。

“人立而后凡事举。”新时代军人的

成长方向、成才目标是什么？应当树立

什么样子、扛起什么担子？习主席提出

的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四

有”标准，从理想信念、素质本领、精神

特质和道德情操4个维度，立体勾画出

革命军人的时代肖像，也是新时代好战

士应具备的良好形象。“王杰班”全体战

士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大力弘扬王杰

精神，全面落实“四有”标准，拼搏奋斗、

砥砺奋进，在军营书写火热的青春篇

章，努力践行着新时代好战士的要求。

牢记习主席嘱托，做新时代的好战

士，要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连育人，

切实增强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自觉

做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

执行者、模范践行者。要把思想自觉转

化为行动自觉，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

起，把“四有”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锐

意开拓进取，砺炼打仗本领，切实担当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牢记习主席嘱托，做新时代的好战士
■本报评论员

（上接第一版）

习主席始终心系基层，情系官兵。
2017 年 12 月 13 日，习主席视察 71集团
军，专程来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
同志生前所在连，深入“王杰班”座谈交
流，勉励全班同志发扬光荣传统，不断取

得新的成绩。统帅牵挂士兵，士兵想念
统帅，统帅与士兵心连心。近日，“王杰
班”全体战士满怀深情给习主席写信，汇
报他们一年多来工作、学习和个人成长
进步等方面情况，表达牢记习主席嘱托，
砥砺奋进、再创佳绩的决心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