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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進博會上海開幕 宣佈五項新舉措

習近平：中國開放大門 只會越開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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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首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
講時，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
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經濟全球化是
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面對世界經濟格局
的深刻變化，各國都應該拿出更大勇氣，
積極推動開放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推進創新引領 堅持包容普惠
——各國應該堅持開放融通，拓展互

利合作空間。各國應該堅持開放的政策

取向，共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應該
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合力促進世界
經濟增長；應該推動構建公正、合理、
透明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促進全球經
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
——各國應該堅持創新引領，加快新

舊動能轉換。各國要共同推動科技創
新、培育新的增長點，共享創新成果；
應該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
來的機遇，共同打造新技術、新產業、
新業態、新模式。

——各國應該堅持包容普惠，推動共
同發展。各國應該堅持要開放不要封
閉，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獨
佔；應該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減少全球發展不平衡，推動經濟全球化
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贏的方向發展，讓各國人民共享經濟全
球化和世界經濟增長成果。
習近平指出，我多次強調，中國開放
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
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會停滯！中

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腳步不會
停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腳步不會停滯！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互
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實行高水平的貿易
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動形成陸
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
局。中國將始終是全球共同開放的重要
推動者，中國將始終是世界經濟增長的
穩定動力源，中國將始終是各國拓展商
機的活力大市場，中國將始終是全球治
理改革的積極貢獻者！

習主席金句
○ 各國削減壁壘、擴大開放，國際經

貿就能打通血脈；如果以鄰為壑、
孤立封閉，國際經貿就會氣滯血
瘀，世界經濟也難以健康發展。

○ 人類社會要持續進步，各國就應
該堅持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合作
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獨佔。在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弱
肉強食、贏者通吃是一條越走越
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
贏才是越走越寬的人間正道。

○ 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不僅發
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 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
會停滯！中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
界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滯！中國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
會停滯！

○ 各國都應該努力改進自己的營商
環境，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不
能總是粉飾自己、指責他人，不
能像手電筒那樣只照他人、不照
自己。

○ 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
個小池塘。大海有風平浪靜之
時，也有風狂雨驟之時。沒有風
狂雨驟，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風
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
翻大海。經歷了無數次狂風驟
雨，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了
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
在這兒！面向未來，中國將永遠
在這兒！

○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由中國主
辦，世界貿易組織等多個國際組
織和眾多國家共同參與，不是中
國的獨唱，而是各國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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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會

3,600多家企業參展

展覽總面積達30萬平方米

超過40萬名境內外採購商到會洽談採購

中國有13億多人口的大市場

有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預計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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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7%符合
預期目標

全年糧食產量可望保持在1.2萬億斤以上

城鎮新增就業1,107萬人

數讀講話

國家主席習近平5
日在上海同出席首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的外國領導人共同巡館。他們邊走邊
看，邊看邊談，先後參觀了匈牙利、埃
及、英國、捷克、肯尼亞、薩爾瓦多、
多米尼加、老撾、格魯吉亞、越南、巴
基斯坦、俄羅斯等國展區，了解各國經
貿發展成就和特色優勢產品。

讚大橋經受住強颱風考驗
在捷克館，澤曼總統用捷克產鋼琴即興

演奏一曲，並邀請習近平品嚐捷克啤酒。
格魯吉亞總理和越南總理親自向習近平推
介本國農產品和旅遊項目。老撾館的中老
鐵路項目沙盤和巴基斯坦館的中巴經濟走
廊展板分別展現了中老、中巴共建「一帶

一路」、實現共同發展的美好願景。
在俄羅斯館，習近平在梅德韋傑夫總

理陪同下聽取中俄在核電、天然氣、飛
機製造、地方交往等領域合作成就介
紹，共同展望中俄合作的廣闊前景。

巡視中國館內港澳台展區
隨後，習近平和各國領導人來到中國

館。中外領導人一同觀看展示中國發展新
氣象的視頻。在創新發展單元，老撾和越
南兩國總理操控復興號高鐵體驗艙模擬駕
駛台，親身感受以時速350公里飛馳的高
鐵帶來的視覺和聽覺衝擊。俄羅斯總理梅
德韋傑夫連連讚嘆「太快了」。在協調發
展單元，剛剛建成通車的港珠澳大橋模型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習近平介紹說，大橋
剛剛建成，就經受住了強颱風的考驗。

在開放發展單元，各國領導人觀看了
展現中歐班列模擬動態運行的電子沙
盤。習近平和各國領導人還共同巡視中
國館內的台灣、澳門和香港展區。
習近平最後對各國領導人表示，希望

各方以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契
機，發現商機、加強合作，提高自身競
爭力，通過對華出口優質產品，豐富中
國市場，滿足中國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多
元化需求，實現互利共贏。 ■新華社

隨着進博會的開幕，中外媒體不
僅能在新聞中心吃到地道的本幫

菜，更可在食品展區嚐盡世界美食。

食品展區 刺激味蕾
位於新聞中心的媒體餐廳裝修風格就

頗具匠心，竹林景的發光壁板環繞整個
餐廳，進博會的吉祥物大熊貓進寶則在
這片竹海中喜迎各方賓客。各種澆頭的
熱湯麵，熱氣騰騰的小餛飩，引人垂涎
的獅子頭……極具本幫特色的媒體餐食
為忙碌一天的記者們提供了滿滿的元
氣。而為了充分滿足不同人群的口味和
習慣，素食沙拉、西式披薩、清真專區
也是列在了顯著位置。
如果在餐廳沒有吃滿足，那麼食品展

區就絕對可以充分刺激眾人的味蕾了。
秘魯的各色辣椒後勁兒十足、澳洲的嫩
牛在鐵板上呲呲地冒着香氣、韓國的泡
菜年糕成了人氣小食……還有碩大的澳
龍展示水箱被圍了個水洩不通、西瓜雕
刻成的企業logo自帶吸睛特效、奔跑的
香蕉先生和宛若獼猴桃的展區設計更是
讓人有了想把展館都吃掉的衝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嚐本幫佳餚
品世界美食

■參觀者在進博會現場品嚐秘魯的各色
辣椒。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開幕，這是由國家
主席習近平提出並親自

推動的博覽會。它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具有
里程碑意義，將與未來國家改革開放進程
緊密相關。在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用52
個「開放」，向世界闡明中國主動開放的
戰略舉措，將帶動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
新格局。
今年適逢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經過40

年不懈奮鬥，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有望超
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
的發展戰略也勢必要從出口轉向進口，從
投資轉向消費，轉型成為進口大國和消費

大國。這將是中國最大的挑戰，也是世界
最大的機遇。

推出全新進口機制
進博會不僅是一次博覽會，更是中國推

出的全新進口機制。在當前全球經濟總需
求不足的背景下，中國利用自己龐大市
場，向全球提供一個新的市場容量，將為
全球經濟帶來改善。
進博會的開幕，正值美國對華商品貿

易逆差再創紀錄、廣交會上中國對美出
口下降三成之際，不僅讓人回想起 100
多年前的1915年美國在舊金山舉辦的萬
國博覽會。

當年巴拿馬運河剛剛開通，美國為彰顯
在全球貿易上的「雄心」，召開了當時全
球規模最大的博覽會。中國受邀帶着當時
幾乎所有的物產精華，奔赴太平洋彼岸這
個冉冉升起的經貿大國。不過，此後的時
局多變，中國對外開放學習進程被迫中
止。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重新進入
全球化版圖，此後國門越開越大。
40年後的今天，那個當初召開萬國博覽

會，讓中國人見識過物質驚奇的國家，卻
颳起反全球化的逆風，試圖讓世界退回到
一座座孤島；中國則承諾開放「不會停
滯」，堅守開放進取的初心，推進下個四
十年的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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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半個多小
時的主旨演講中，金句頻現，引
得會場內掌聲不斷，會場外點讚
無數。

網站直播 網友緊追
一早，當各大門戶網站放出

了開幕式直播畫面後，就有不
少網友留言「句句精闢」。而
當習近平主席以三個「沒有改
變」來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樂觀，以三個「不會停滯」
來強調中國開放大門只會越
開越大時，現場更是報以熱
烈的掌聲。
特別是，「中國經濟是一片

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大
海有風平浪靜之時，也有風狂
雨驟之時。沒有風狂雨驟，那
就不是大海了。狂風驟雨可以
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
海 。 經 歷 了 無 數 次 狂 風 驟
雨，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
了 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
國依舊在這兒！面向未來，中
國將永遠在這兒！」當習近平
主席講到這一番話時，全場響
起三次暴風雨般的掌聲，而會
場外也是瞬間就有網友發了帶
有大海配圖的朋友圈激情點
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演講金句頻現
會場掌聲不斷

11月初的上海，風清氣爽，秋意漸濃。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開幕式主會場內，
各國嘉賓齊聚一堂。上午9時45分許，習近
平同捷克總統澤曼、多米尼加總統梅迪納、
薩爾瓦多總統桑切斯、肯尼亞總統肯雅塔、
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凱特、克羅地亞總理普
連科維奇、埃及總理馬德布利、格魯吉亞總
理巴赫塔澤、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老撾總理
通倫、馬耳他總理穆斯卡特、巴基斯坦總理
伊姆蘭．汗、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越南
總理阮春福、英國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世界銀行行長
金墉、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等外方
領導人一同步入會場。

堅持互利共贏 實現共同發展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大
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
的歷史大勢。面對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
化，各國都應該拿出更大勇氣，積極推動開
放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

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砥礪前行，依靠
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
的壯麗史詩。中國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
開放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中國
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不僅發展了自己，也
造福了世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只會越開越大。
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
贏的開放戰略，將始終是全球共同開放的重
要推動者、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源、各
國拓展商機的活力大市場、全球治理改革的
積極貢獻者。為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國將在
以下幾方面加大推進力度。

激發進口潛力 放寬市場准入
第一，激發進口潛力。中國將促進居民收
入增加、消費能力增強，培育中高端消費新
增長點，持續釋放國內市場潛力，擴大進口
空間；將進一步降低關稅，提升通關便利化
水平，削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
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中國真誠向
各國開放市場，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不僅要
年年辦下去，而且要辦出水平、辦出成效、
越辦越好。

第二，持續放寬市場准入。中國已經進一
步精簡了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減少投資
限制，提升投資自由化水平，正穩步擴大金
融業開放，持續推進服務業開放，深化農
業、採礦業、製造業開放，加快電信、教
育、醫療、文化等領域開放進程。
第三，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中國將

加快出台外商投資法規，完善公開、透明
的涉外法律體系，全面深入實施准入前國
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對在中國境
內註冊的各類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堅決依法懲處侵
犯外商合法權益特別是侵犯知識產權行
為，提高知識產權審查質量和審查效率，
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
第四，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中國將支持
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改革創新，抓緊研究提
出海南分步驟、分階段建設自由貿易港政策
和制度體系，加快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
易港進程。
第五，推動多邊和雙邊合作深入發展。中
國一貫主張，堅定維護世界貿易組織規則，
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共同捍
衛多邊貿易體制。中國願推動早日達成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加快推進中歐投資
協定談判，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進
程。中國將認真實施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
京峰會提出的「八大行動」，支持二十國集
團、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
家等機制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將繼續推進共
建「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為全
球提供開放合作的國際平台。
開幕式上，部分外國領導人及國際組織負

責人分別致辭。他們盛讚中國改革開放巨大
成就，認為中國經濟將迎來更加光明的前
景。他們表示，舉辦進口博覽會彰顯了中國
進一步擴大開放、促進全球貿易的誠意，將
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也有利於促進雙
邊關係發展。各方將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為契機，擴大同中國的雙邊貿易，促進經濟
全球化，同中方一道致力於建設開放型世界
經濟。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於11月5日至10

日舉行。多個國家和地區領導人、國際組織
負責人、各國政府代表以及中外企業家代表
等1,500餘人出席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

報道，以「新時代，共享未來」為主題的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5日在上海

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

發表題為《共建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

經濟》的主旨演講。習近平指出，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第

一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展會，是

國際貿易發展史上一大創舉。這體現

了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推動發展

自由貿易的一貫立場，是中國推動建

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支持經濟全球化

的實際行動。在演講中，習近平也宣

佈了中國在包括激發進口潛力、放寬

市場准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等

五個方面的開放新舉措。

迎接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三倡議引領世界經濟共發展

向各國領袖介紹港珠澳橋

花

絮

■■習近平昨日出席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習近平昨日出席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為《《共建創新包容的開共建創新包容的開
放型世界經濟放型世界經濟》》的主旨演講的主旨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 習近平同出席進博會的外習近平同出席進博會的外
國領導人共同巡館國領導人共同巡館。。 新華社新華社

■■ 在昨日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在昨日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
前前，，習近平同外方領導人集體合影習近平同外方領導人集體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昨日在上海會見參加進博習近平昨日在上海會見參加進博
會的外國企業家代表會的外國企業家代表。。 新華社新華社

■■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舉辦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舉辦場
地地——國家會展中國家會展中心心（（上海上海））。。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