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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開放贏得未來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

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交織影響下，擁

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是關起門來搞建設，還

是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大

問題。中國政府承諾，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

幻，中國都要堅持多邊主義，主動對接國際

高標準經貿規則。中國推進高水平開放，不

僅能夠有效釋放14 億人的超大規模市場潛

力，也將在規則對接中促進深層次改革、推

動高質量發展，塑造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

勢。

一、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從歷史上看，有的國家在謀求快速發展

的時候採取自由貿易政策，但發展起來後，

就往往採取相對保守的公平貿易政策，甚至

直接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在新發展格局下，

中國開放的大門將進一步敞開，同世界各國

共享發展機遇。

1.「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由國家計劃

主導的工業化轉變為市場主導的工業化；資

源配置由政府主導轉變為市場決定，走出了

一條以擴大開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

擴大開放的路子。隨著經濟服務化進程的加

快，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市場經濟體系的直

接融合，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才

能贏得國際經濟合作競爭的主動。特別是在

中國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情況下，不斷擴

大開放的中國，不僅能形成推動自身經濟轉

型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也將為提

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提供重要條件，並

將在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甦和增長等方面作

出重要貢獻。

2.由擴大開放到開放發展的「三個提升」
（1）從擴大出口到擴大進口的提升。主

動擴大進口，以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

美好生活需要。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

「預計未來10年累計商品進口額有望超過22

萬億美元」。這成為世界對中國市場的重要

預期。

（2）從商品市場開放向服務業市場開放

的提升。隨著中國服務型消費的不斷升級，

社會對優質服務供給的需求越來越大，對服

務業市場開放提出了現實需求。當前，金融

領域擴大開放超進度完成，教育領域有了外

資全資高等職業教育學院，海南自由貿易港

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出台實施，並將在全

國推進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

（3）從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提

升。高水平開放的突出特點是制度型開放。

制度型開放意味著對外開放的重點向國內制

度層面延伸。制度型開放的基礎在于打造市

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在競爭

中性、監管透明、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強化

制度性安排，以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

準與國際國界銜接。

3.以開放的主動贏得發展的主動
  和國際合作競爭的主動
（1）以開放的主動贏得釋放內需的主

動。以擴大內需為基本導向的高水平開放，

就是要以開放的主動破解供給結構不適應需

求結構變化的突出矛盾，形成釋放14億多人

口大市場潛力的重要動力，實現內外市場聯

通、要素資源共享。

（2）以開放的主動贏得深層次市場化改

革的主動。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

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已成為中國

新發展階段的重大任務。

二、以高水平開放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

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複雜變

化，中國正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

建新發展格局，不是關起門來搞建設，而是

要推動高水平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

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經濟發展質量提升。

1.中國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現在
是，今後也是

（1）經濟增長短期面臨較大壓力，但中

長期蘊藏著巨大潛力。以消費為例。不得不

說，短期內，消費市場恢復增長面臨著較大

挑戰。從中長期看，消費市場蘊藏著的潛力

巨大。2020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

5.68萬億美元，是美國同期的97.6%。估計未

來幾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有可能超

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場。更重要

的是，伴隨著經濟社會轉型升級，中國居民

服務型消費增長空間巨大。估計到2035年，

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有可能從2021年的45%左

右提升到60%左右，由此帶來數萬億美元的

消費增量。

（2）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將形成巨大市場

空間。未來5-10年，伴隨著服務型消費的較

快增長，中國服務型、創新型、綠色型與開

放型經濟形態將逐步形成，由此帶來相當大

的市場空間。例如，製造業服務化將成為製

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並將形成生產性

服務業發展的重大機遇。估計到2025年，中

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由目前的30% 

左右提升至40%，新增約21萬億元的生產性

服務業發展空間；5G商業化推動的信息消費

規模將超過8萬億元，並直接帶動10.6萬億元

的經濟產出 。

（3）中國市場潛力的釋放是全球市場

的重大利好。以中美經貿合作為例，在多種

不利因素的嚴重影響下，2021年1-10月，中

美雙邊貿易額同比增長33.4%；其中，美國

對中國出口同比增長39.0%；近年來，中國-

東盟雙邊貿易維持高速增長。據中國海關統

計，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由1991年的83.6

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6852.8億美元，年均增

長16.5%；比同期全球貿易增速高10.8個百分

點，分別比同期東盟、中國的外貿整體增速

分別高9.3與3.4個百分點；2021年1-10月，中

國與東盟貿易額同比增長30%，全年將再創

歷史新高。

2.中國是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推動者。
   現在是，今後也是
（1）以制度型開放推動構建高水平開放

型經濟新體制。例如，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

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落實

准入後國民待遇；加快服務業領域與高水平

國際規則對接，盡快打破服務業市場壟斷與

行政壟斷；實現經濟政策由產業政策為主向

競爭政策為基礎的轉變，強化對經濟政策的

公平競爭審查；主動對接全球高水平經貿規

則，並在自由貿易港（區）強化高水平開放

的壓力測試；強化財產權與知識產權保護，

最大限度激發市場活力與創新活力。

（2）推進服務貿易的開放進程。近年

來，伴隨著經濟服務化進程的加快及城鄉居

民服務型消費潛力的不斷釋放，對現代生活

性、生產性服務貿易的需求明顯增強，服務

貿易仍有很大發展空間。其中，數字服務貿

易成為中國服務貿易領域的突出亮點。初步

估計，到2025年，數字服務貿易占中國服務

貿易總額的比重將達到50%左右 。加快數字

服務貿易發展需要全面推動實施跨境服務貿

易負面清單，降低各類服務貿易模式下的邊

境內壁壘，調整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3.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現在是，今後也是
（1）中國將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

新的貢獻。2006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

增長的貢獻率連續15年全球排名第一。2020

年，在疫情嚴重衝擊下，中國是全球主要經

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對全球經濟

增長的貢獻率仍然高達30% 。未來5年，中國

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有望保持在25%-

30%，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穩定器與動

力源。

（2）中國的發展需要世界，世界的發

展需要中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與內需潛力

的釋放需要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能源、技

術、服務型消費都需要加大進口。同時，中

國巨大市場潛力的釋放，將為全球市場增添

巨大活力。預計未來5年，中國服務進口增速

將高于全球同期平均水平；未來15年，中國

進口商品和服務將分別超過30萬億美元和10

萬億美元 。

（3）面對全球性危機的嚴重衝擊，需要

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面對全球新的能源危

機、債務危機和供應鏈危機，需要主要經濟

體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將發展置于全球

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例如，加強能源

的政策協調與國際合作，攜手推進世界能源

轉型與能源技術創新；加強產業政策協調，

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加強貨幣政策

協調，防範全球性金融危機。

三、打造高水平開放新高地，建立面向
東盟的區域性大市場

打造成為引領中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

明旗幟和重要開放門戶，是中央建立海南自

由貿易港的戰略目標。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的

重大任務是加強海南自由貿易港與東盟國家

的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關鍵之舉是在海南

建立面向東盟的區域性大市場。

1.建立面向東盟的區域性大市場
（1）更好連接中國市場與東盟市場。在

海南建立面向東盟的區域性市場，就是要充

分發揮海南自由貿易港在連接兩個市場、兩

種資源中的重要樞紐、重要交匯點的獨特作

用，使海南自由貿易港成為區域內商品要素

配置、整合的大平台、雙向流動的大通道。

（2）在海南建立面向東盟的區域性大

市場，既有現實需求，也有重要條件。一方

面，海南地處「泛南海經濟合作圈」中心位

置，具有自然資源豐富、地理區位獨特、開

放政策完善以及背靠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和腹

地經濟等優勢；一方面，從東盟國家的意願

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都願意以

海南自由貿易港為平台開展務實合作。特別

是在疫情衝擊下，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東

盟國家對借助中國市場實現自身經濟復甦的

需求有所增強。

（3）形成海南自由貿易港做大經濟流量

與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2020年，海南與東

盟雙邊貿易額為34.3億美元， 僅佔中國與東

盟貿易額的0.5%。到2030年，若中國與東盟

貿易額與直接投資有20%左右在海南實現，

將帶來1400億美元的貨物流與近50億美元的

資金流，這將在明顯提升海南經濟流量的同

時，使東盟成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重要經濟

腹地，並為吸引國內外各類總部型企業集聚

海南並開展相關業務帶來「決定性」影響。

2.成為連接中國市場與東盟市場的重要樞紐
（1）RCEP生效為海南自由貿易港與東

盟國家經貿合作提供「窗口機遇期」。首

先，RCEP生效強化海南區位優勢。從RCEP

成員國地理分佈看，海南位于成員國中心，

東亞、東南亞各國都在海南4小時飛行圈內，

澳大利亞也在海南8小時飛行圈內。其次，

RCEP生效為海南自由貿易港構建面向東盟的

產業鏈供應鏈提供重要契機。第三，RCEP生

效為構建區域內統一大市場提供更高水平制

度保障。RCEP實施將為企業「走出去」利用

東盟國家勞動力與資源要素提供更加穩定透

明的制度環境。第四，RCEP生效將為海南自

由貿易港高水平開放帶來倒逼壓力。

（2）促進中國與東盟商品、要素雙向流

動。例如，依托海南地處中國面向東盟的最

前沿以及背靠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和腹地經濟

等優勢，用好運輸來往自由便利政策及「零

關稅」、加工增值貨物內銷免征關稅等政

策，強化物流體系建設及與東盟國家口岸間

的協調合作，提升海南自由貿易港在中國-東

盟跨境供應鏈建設中的促進、服務功能。

（3）打造成為中國與東盟區域性國際人

文交流中心。例如，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和

停居留政策，全方位開展與東盟國家的人文

交流活動，探索更加靈活開放的國際人才吸

引機制；構建官民並舉、多方參與的人文交

流機制，拓展與東盟國家在經濟發展、公共

衛生、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3.實現建立面向東盟區域性
  大市場的重要突破
（1）區域性旅遊市場。積極深化同東盟

國家間的雙邊、多邊、區域合作，率先實現

面向東盟的旅遊、農產品、金融等區域性市

場的重要突破，形成海南自由貿易港在中國

與東盟經貿合作中的先發優勢。

（2）區域性農產品市場。在海南建立面

向東盟的熱帶農產品保鮮、加工、儲藏、出

口基地。通過「零關稅」零關稅和加工增值

內銷貨物免征關稅政策進口東南亞國家的農

產品在海南進行精深加工，使產品增值30%

以上再免關稅進入國內市場，並實現海南由

農業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躍升。

（3）區域性金融市場。例如，爭取中

國證監會支持，在海南建立以天然橡膠為重

點的熱帶農產品交易所，為東盟國家提供交

易、交割、定價、結算、風控等一站式服

務；利用「探索開展跨境資產管理業務試

點」政策，盡快開展個人跨境財富管理試

點，建立面向國內市場與東盟市場的財富管

理中心。

（4）區域性人才、勞務市場。適時放開

面向東盟的家政服務市場，通過配額管理、

完善社會治安管理制度等方式，在海南率先

引入菲傭等技能型外籍勞工，為國際化人才

和海南中高收入家庭提供優質家政服務。

前不久，我在「中國-東盟高級別智庫

論壇」上倡議，建立海南自由貿易港與東盟

智庫聯盟，致力于構建智庫間開放性、常態

化溝通交流協商機制，為促進中國與東盟全

面合作提供智力支撐。該倡議得到包括菲律

賓在內的多個國家的智庫積極響應。我們擬

在2022年3月底博鰲亞洲論壇全球自由貿易港

分論壇上正式簽署發佈。這裡，我真誠希望

菲律賓的相關僑領、專家學者、智庫積極參

與，在促進中國與菲律賓以及海南自由貿易

港與菲律賓的經貿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

2022年1月7日

商總募款馳援超強颱風「奧德特」災民
至元月7日募款總數已達七千七百四十萬零二百四十

菲華商聯總會訊 : 本國中部未獅耶地區

和南島棉蘭佬地區遭受超強颱風「奧德特」

肆虐，災區滿目瘡痍，哀鴻遍野；災民紛紛

逃離家園，三餐不繼，處境淒涼。本會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慈悲為懷，體恤災民艱難困

境，遂決定擴大賑災工作。

特于2021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下午，

召開董事緊急視頻會議，旋于27日召開常務

理事暨理事緊急視頻聯席會議，商討有關賑

災事宜。

在本會內部發動愛心募款。出席同仁熱

心響應，踴躍捐款，加上團體會員單位及社

會愛心人士慷慨捐獻，至2022年元月6日已募

得合計七千六百零八萬零二百四十披索，幫

助災民渡過難關。

募款活動仍然在持續進行中，昨天又收

到本會同仁和社會善心人士的愛心善款。

茲附上2022年元月7日慷慨捐款同仁及熱

心人士和機構芳名 :

菲律賓電器商聯總會三十五萬

常務顧問黃金盾三十萬

Chua Family二十八萬

菲律賓荷浪牙波菲華商會已捐十萬再捐

十四萬（共捐二十四萬）

（林明熙3萬、蔡延名3萬、蔡崢嶸3萬、

丁文錶3萬、許評偉2萬）

常務理事蔡繼敦原捐十萬再捐十萬（共

捐二十萬）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二十萬

Chua Family二十萬

西黑省故地區理事

葉威生基金會十萬

菲律賓那牙市菲華商會十萬

昨天（元月7日）收一百七十七萬

連 同 之 前 所 收 七 千 六 百 零 八 萬 零

二百四十

合計七千七百八十五萬零二百四十

扣除1月4日已登1月6日重複菲律賓木商

公會捐款四十五萬

合共已收七千七百四十萬零二百四十

樹里爻孫逸仙小學風災損失慘重
華教中心華社團體及時伸出援手

樹裏爻孫逸仙小學訊：2021年12月16日，強颱風「奧黛

特」肆虐菲律賓棉蘭老地區，包括樹裏爻市之內等多個城市

受災嚴重。

本校未能倖免，遭受颱風強襲，受損嚴重。校舍二樓以

及三樓的大多數鋁合金窗被強颱風刮飛，墜落室內被砸爛，

破損的鋁框和破碎的玻璃散落一地，淩亂不堪；校舍的部分

隔牆和天花板也掀倒掀翻；因為三層校舍均為木質結構，致

使整層二樓積水及膝。受災場景令人觸目驚心。

12月21日，樹裏爻市剛剛恢復微弱的通信信號，本校

馬上收到菲律賓華教中心主席黃端銘的慰問來電。黃主席仔

細地詢問了本校的受災情況，並瞭解到救災所面臨的資金難

題，隨即通過華社各種媒體呼籲華社支持本校的重建工作。

經過媒體的積極宣傳，多家華社團體以及菲華人士通過華教

中心對本校伸出大愛之手。

決定不日奔赴樹裏爻地區救災，將會前往該校送交菲律

賓中國商會捐助該校的五十萬比索。

12月27日，菲律賓中國商會鄢市代表直接與本校聯繫，

表示不日奔赴樹裏爻地區救災，將會前往本校送交菲律賓中

國商會的捐助款。

12月30號，菲律賓中國商會救災隊伍帶著救災物資到

達樹裏爻市，先是前往市政府拜訪了市長，隨後與樹裏爻市

長、樹裏爻菲華商會理事長、本校董事長及校長一起前往本

校查看校舍受災情況，並當場交與本校一張五十萬支票，資

助災後重建工作。

菲律賓中國商會代表隨即又移交兩張各為十萬比索的支

票給本校，表示乃是受鄢市菲華各界聯合會和菲律賓中國洪

門致公黨東棉省支部所委託的捐款。

菲律賓中國商會還帶來二十瓶的十升裝飲用水捐給本校

的教職員工。

同時，本校還在12月26日，收到前來樹裏爻地區救災的

菲華聯誼會務端分會和菲律賓紅燭教育基金會所捐助大量食

品和十個太陽能燈；鄢市邱先生捐送的十五個手機充電器和

五個太陽能燈。

颱風無情，大愛無疆。華社各界團體以及菲華人士對本

校的慷慨捐助，是颱風肆虐後樹裏爻後陰霾的冬日天空中難

得的最燦爛暖陽，溫暖了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的心，溫暖了本

校學子的心，也溫暖了樹裏爻市華社的心！她照耀著本，照

耀著樹裏爻，照耀著菲律賓，也照耀在祖籍國大陸。

錦尚同鄉會續辦
全菲鄉僑中文教師獎勵金

旅菲錦尚同鄉會訊：本會為鼓勵從事華文教育工作的族

親們，辛勤耕耘薪傳工作培育莘莘學子，情繫中華文化，為

國樹人，育才功高，決議續辦第卅三屆全菲鄉僑華文教師獎

勵金。獎勵吾鄉中文教師歷年來是由鄉賢邱于沛、于權、宗

明賢昆仲為紀念令先尊邱故奕苗、於七偉喬梓而舉辦，即日

開始假座曾丘總會辦事處接受登記。

凡吾全菲鄉僑子、女、媳任教各華校中文教師，均在受

獎之列，請攜帶任教“中文學科”學校證明書，于辦公時間

蒞臨辦理登記，至二零二二年一月廿二日截止，全菲恕不補

辦，茲訂于一月廿九日，二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

時在曾丘總會會所（1351 RIZAL AVE. STA. CRUZ,MANILA）

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