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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国家和地区以及企业数量均超首
届；企业展两次扩容仍“一展难求”；更多“全
球首发”“中国首展”将亮相展会……商务部
发布的信息显示，一个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
进博会将于 11 月 5 日在上海拉开帷幕。

“进博时间”即将开启，此次博览会的诸
多“不一般”，让人们感受到一个更加开放的
中国对全球的巨大吸引力。特别是在个别国
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动作不
断的背景下，中国主动向世界推出了一系列

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为世界合作共赢注入
强劲动力，这样的胸怀和担当，点燃了全球共
赴“东方之约”的热情。

进博会的规模有多大？一个细节让人印
象深刻：去年，不少逛展馆的人走一天下来，
手机计步器就破了两万步。今年的进博会规
模进一步升级：国家展和企业展总面积从 30
万平方米增加到 36 万平方米，世界 500 强和
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数量超过首届；新产品、新
技术的数量和质量预计将超过首届……

面积更大，企业更多，产品更丰富，“不
一般”规模的背后，印证了进博会对全球的
吸引力。据悉，此次美国参展企业展览面积
居各参展国首位，日本参展企业数量也超过
首届……更高的参与热情，正说明进博会是
给各国、各参展商采购商带来实实在在好处

的展会 ，这也是进博会互利共赢理念的
体现。

近 14 亿人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全球最
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一个有着无限合
作商机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国家，海内外哪家
企业愿意缺席这样的盛会！

“不一般”的产品背后，透露出参展商对中
国市场的渴望。近 200 吨重的龙门铣，硬币大
小的心脏起搏器，新西兰牛奶……进博会上不
少“专精尖特”的展品已经走进百姓生活。今年
的进博会，“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会更多，从
衣食住行到高端装备，从有形产品到无形服
务，正是由于敏锐洞察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趋
势和消费升级的旺盛需求，才有这种将自己
“王牌”产品拿到进博会上来的迫切心情。正如
一位参展商所言：不来中国，哪有明天？

“不一般”的机遇背后，凸显中国扩大
开放的一诺千金。借助进博会，中国不仅
成为汇集全球特色商品的舞台，也愈发成
为吸引外商投资的热土。外企从“进口”到
“投资”的转变，得益于中国开放承诺的兑
现：外商投资法颁布施行；负面清单不断
缩短；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围；中国营商
环境全球排名跃升至 31 位……开放的中
国让世界看到了诚意，也做出了用脚投票
的选择。

再过一周，这个全球贸易盛会即将
启幕。让我们期待，第二届进博会和一个
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带给世界更多“不一
般”的惊喜。

（记者于佳欣、何欣荣）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进博会如此多“不一般”，说明了什么
本报评论员梁建强

几则关于扶贫干部的新闻，连日来在网
络上广为传播，引发公众对扶贫干部这一群
体的关注。其中一则，是关于女干部“骂”贫困
户的视频新闻。

视频里，这名女干部说：“大家都是经过
苦日子的人，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政策
越来越好，国家退耕还林还给补贴，老了有养
老保险、病了有医疗保险、日子过不下去了还
有低保，盖房子了给你们补助，你们想一想，
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她补充
说：“幸福不是靠张嘴要来的，不是伸手要来
的，不是在家中跷着脚等来的。你看看那些开
车、住洋房的人家，哪个是靠低保富起来的，
不都靠自己双手……”

细看视频，这名女干部其实并不是在
“骂”——一方面，她没有使用不文明语言；另
一方面，她所讲的，也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与
其说是“骂”，不如说是对少数存在等、靠、要思
想的贫困户“恨铁不成钢”的提醒与教育。

“幸福不是靠张嘴要来的”“扶贫，就是贫
困了帮一把，牵着你走一步”……视频中，女
扶贫干部的语言鲜活而生动，很接地气，并直
击扶贫中存在的“病灶”。这则视频，收获了大
量网友点赞，不少人对这名敢于直言、讲实话
的扶贫干部给予肯定。

扶贫干部，是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最忙
碌的群体之一。大量扶贫干部下沉基层一线，
成为推动贫困户脱贫、推动基层发展的巨大动
力。他们中，有的人是“5+1”甚至“5+2”的节
奏，“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末休息不保证”；有的
人是“舍小家为大家”，在贫困户家中的时间比
在自己家中还要多出许多……正是大量务实、
辛勤、劳碌的扶贫干部的默默付出，贫困群众
脱贫才有了重要支撑，也撬动了一个个村组、
县镇乃至县市脱贫“摘帽”的巨变。

扶贫路上，有的扶贫干部甚至献出了自
己的生命。近日，有媒体报道，云南两名扶贫
干部坠江，其中一人已确认遇难。而在此前，
扶贫干部倒在基层一线的新闻，也在多地出
现，令人痛心。

人们之所以为这位女干部“点赞”，正是因为在她的话语中，
人们看到了扶贫干部的责任心，以及真正为贫困户着想的出发
点；正是因为，有些话，只有“记挂民众才说得出来”。

扶贫不易，对基层干部还需多些善意鼓励。应该看到，在多数
人点赞的同时，也有少数人质疑视频的来源及传播目的，甚至冠
以“炒作”之名。这应是对基层扶贫实际以及扶贫干部的工作状态
缺乏了解而导致的。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无端猜测，不仅容易挫
伤扶贫干部们的积极性，更容易让一线忙碌的他们“寒心”。

当前，在精准扶贫已经吹响“攻坚号”之际，我们关注贫困户的
“获得感”，也应关注扶贫干部的“认可感”。多一些善意，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理解，多一些鼓励，别让扶贫干部“流汗又流泪、伤神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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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拉开帷
幕。据商务部最新数据，共有 192 家美国企业
参展，参展面积达 4 . 75 万平方米，位列各参
展国首位。尽管面临中美经贸摩擦逆风，美企
参展热情却更加高涨，可见中美经济深度融
合，合作大势不可逆转。

美企参展面积最大，折射中美合作多元
且规模巨大，合作意愿强烈。

参加第二届进博会的美企，从波音到微
软，从霍尼韦尔到宝洁，从高通到玛氏，涉及行
业从装备制造到科技创新，从汽车出行到日化
用品，再到食品生活，反映出中美商业合作层
次多元且广泛，覆盖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

建交 40 年来，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
了 252 倍，已经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
投资来源地。2009 年至 2018 年间，仅美国对
华出口就支撑了超过 110 万个美国就业岗
位。2017 年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收入 7000
亿美元，利润超过 500 亿美元；97% 的受访
美国企业表示在中国市场盈利。中美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度连接，已经形成“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美企参展面积最大，还表明尽管面临
不确定性，美企依然对中国市场前景充满
信心。

参加本届进博会的众多美企是连续第
二年参展，且参展面积有所扩大，如霍尼韦
尔参展面积是去年 3 倍，戴尔新增加 100
平方米，也有不少企业首次参展，促使参展
美企数量和面积双跃升。这都是美企对中
国市场强烈信心的直观表达。

目前，“中国制造”正迈向“中国智造”，
“中国市场”不断扩大，产业升级的需求、消
费升级的诉求、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都让
中国成为各国企业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
场。代表 900 家在华美企的中国美国商会
主席夏尊恩就说，对许多外国企业来说，能
参与中国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市
场巨大，充满机遇”。

同时，中国正成为全球科技创新、数字
化转型和工业物联网开发的重要市场之
一，“互联工业”和“软硬件结合”为包括美
企在内的跨国公司提供巨大机遇。连续两
次参展的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盛赞中国
市场前景，说“高通与中国产业链的合作是
全球化合作的典范，是中美科技领域合作
的典范”。

美企参展面积最大，更凸显中美经济
深度融合，合作大势不可逆转。

经过多年深耕中国市场，众多美国跨
国公司对华合作不断深化。无论是通用电
气通过一系列工业设备和数字化解决方
案，助力中国清洁能源战略、科技医疗、互
联网+等领域发展，还是戴尔秉持“在中
国，为中国”理念携手中国合作伙伴开拓
5G 、自动驾驶和绿色可持续发展，都表明
美企早已深度融入中国发展脉络，共享互
利共赢成果的现实。

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持续改
善营商环境，主动向包括美企在内的跨国
企业开放市场，为中美合作增添新动力。而
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其合
作的溢出效应明显，对世界经济繁荣稳定
发展意义重大。

事实一再证明，中美经济高度融合互
补，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
合作既是基于市场行为的必然选择，也是
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更符
合中美各界广泛期待。

在合作的大局大势下，新一轮中美经
贸高级别磋商在一系列领域取得实质性进
展，并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
力。这无疑是中美两国企业和人民之福，也
给世界带来好消息。

（记者乔继红）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美企热追进博会昭示了什么新 华 融 媒 选 粹

■一封信温暖一座山

扫描右侧二维
码，观看新华社视频。

吕梁山区，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曾困羁其间，亦
勃发其间。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家精准扶
贫助推下，一道道贫困的枷锁逐渐被卸
下，为吕梁山区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梦
想插上了希望的翅膀。

2017 年，一封来自吕梁艺校的信跨
越千山万水飞抵北京，诉说着山区孩子
的梦想。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时间温暖回
应，学院院长俞峰亲自率队深入吕梁山
区，把资源送上门，还将孩子带出大山。就
此在两地之间架起了一座
“教育扶贫”的梦想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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