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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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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WTO）20周年。

20年来，中国充分抓住经

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价值链重构

机遇，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经济发展取得举世

瞩目成就。中国坚定支持以世贸

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与

各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为全球

经济增长作出重要

贡献。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推 动

中 国 和 世 界 经 济 共

同发展

加入世贸组织

以来，中国认真履行

在多边贸易体制框

架下的义务，实施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

放，致力于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和国际化

营商环境。

全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

诺。中国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

工作，确保经济贸易法律法规与

世贸组织规则接轨，建立了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不断降

低关税水平，大幅削减进口非关

税壁垒，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

权。广泛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减

少或取消股权、地域、数量等限

制。积极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

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履行透明度及通报义务，向世贸

组织提交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

具体措施的修订调整实施情况。

持续自主加快对外开放。

实施更积极的进口政策，提升贸

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通关时

效，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数字贸

易等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双

向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外资市

场准入，大幅缩减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完善对外投资合作服

务体系。保护知识产权，推进各

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国企

改革，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打造改革开放新高

地，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

自由贸易港，加大对外开放先行

加入世贸组织20年   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

先试力度。

对外经贸获得巨大发展。受

益于多边贸易体制和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增

长，对外贸易实现历史性飞跃，

确立了在全球产业链以及国际竞

争中的地位。中国已连续12年保

持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

大货物进口国地位。中国服务出

口额占世界服务出口

总额的比重从2005年

的3.0%增至2020年的

5.7%，进口额占比从

3.3%增至8.2%。中国

持续成为吸引外资的

热土，外商对华直接

投资规模连续29年居

发展中国家首位，在

华设立的外资企业超

过100万家。

拉动世界经济贸

易增长。中国已是全

球1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货物出

口为全球提供了物美价优的商

品，提升了消费者福利，扩大了

对相关产品的需求，繁荣了世界

市场。中国货物进口额年均增长

率超过两位数，现在中国每年需

要进口2万多亿美元的货物和近

5000亿美元的服务。中国市场为

众多跨国公司提供了可观的利

润，而外国企业、跨国公司也将

◎ 顾学明

>> 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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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品、专业技能以及管理经验

带到中国，促使中国市场更好地

与国际体系整合。

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

中国坚定不移支持多边主

义，始终广泛参与世贸组织的各

项 工 作 ，积 极 参 与 世 贸 组 织 改

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

和有效性。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

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

要贡献者。

全面深入参与各议题谈判

和讨论。引领或加入了投资便利

化、电子商务、中小微企业等新

议题的谈判或讨论。中国提出的

在世贸组织开启投资便利化的开

放式诸边讨论获得广泛认可并被

效仿。参与世贸组织各理事会和

委员会会议，在多边舞台日益凸

显影响力。

维护争端解决机制有效运

转。中国始终主张通过争端解决机

制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在上诉机构

陷入瘫痪后，中国与120多个成员

提出恢复上诉机构成员遴选提案，

与欧盟等成员提出改革上诉机构

提案，力争推动上诉机构恢复正常

运行。2020年3月，中国和欧盟等成

员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维

护争端解决机制运行。

认真参与贸易政策审议。中

国在历次审议中都详细介绍了贸

易投资领域的新进展、主要改革

和对外开放措施以及参与多边贸

易体制的相关情况，并广泛听取

其他成员的意见和建议。绝大多

数成员对审议期间中国政策走向

和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赞赏

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各项事

务。201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小

型部长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为

各方搭建了沟通对话平台，共谋

多边贸易体制未来发展。积极响

应世贸组织促贸援助倡议，帮助

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积极

参与贸易与健康等议题讨论，关

注新冠疫苗的可及性问题。目前，

中国正与其他成员为将于今年11

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

会议进行成果设计，力争会议在

渔业补贴、农业、投资便利化、电

子商务等议题上取得成果。

推动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

革。中国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

要改革，以推动世贸组织解决当

前危机、回应时代发展需要。2018

年11月，中国提出了关于世贸组

织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

张。2019年5月，中国向世贸组织

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

建议文件》，阐述了对世贸组织改

革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影响世贸

组织发展的关键性紧迫性问题。

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新发展

格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贸易、科技

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面临变革。中国经济已深度融

入世界经济，在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中国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

一招。”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要

统筹好改革与开放关系，推进更

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更

加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服务业开

放，稳妥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面

对新环境新变化，要坚持走与世

界各国合作之路，同世界各国共

享发展机遇。坚持求同存异、聚

同化异，以合作促共赢。坚持用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

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

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要同其他

国家一道共同促进疫后世界经济

复苏和增长，推进经济全球化向

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多

边贸易体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趋势，对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增

长的作用不可替代。个别国家采

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极

大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

和权威性。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积极支持世贸组织改革，

努力为多边谈判和改革提出中国

建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

世贸组织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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