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進博會上海開幕 宣佈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五大舉措

習近平：中國堅持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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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 5 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開

幕。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題為《開放合作

命運與共》的主旨演講，強調各國要

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舉措，共建開放

合作、開放創新、開放共享的世界經

濟，重申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

大，中國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

展、促創新，持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

外開放。 相關新聞見A5、A6

經濟全球化增動力
習近平提三點倡議 ■資料來源：新華社

共建開放合作的世界經濟
◆當今世界，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深入發展，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各國經濟融合是大勢所趨。

◆距離近了，交往多了，難免會有磕磕碰碰。面對矛盾
和摩擦，協商合作才是正道。只要平等相待、互諒互
讓，就沒有破解不了的難題。

◆我們應該堅持以開放求發展，深化交流合作，堅持
「拉手」而不是「鬆手」，堅持「拆牆」而不是「築
牆」，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不斷削減貿易
壁壘，推動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更加完善，共同培育
市場需求。

共建開放創新的世界經濟
◆創新發展是引領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當

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在實現重大突破
的歷史關口。各國應該加強創新合作，推動科技同經
濟深度融合，加強創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制約知
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流動的壁壘，支持企業自
主開展技術交流合作，讓創新源泉充分湧流。

◆為了更好運用知識的創造以造福人類，我們應該共同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而不是搞知識封鎖，製造甚至擴
大科技鴻溝。

共建共建開放共享開放共享的世界經濟的世界經濟
◆◆我們應該謀求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我們應該謀求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共同維護以聯合共同維護以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持多邊貿易堅持多邊貿易
體制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體制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便利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包容、、普普
惠惠、、平衡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共贏的方向發展。。

◆◆我們應該落實聯合國我們應該落實聯合國2030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加大對加大對
最不發達國家支持力度最不發達國家支持力度，，讓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讓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
民眾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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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進博承諾
中國逐一兌現 ■資料來源：新華社

國家主席習近平5日在上海出席第二
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後，同
與會外國領導人共同巡館。

習近平在法國總統馬克龍陪同下首
先來到法國館。馬克龍熱情邀請習近

平品嚐法國紅酒和牛肉食品。在場法國企業家爭先恐
後向習近平表示，法國企業看好中國市場，希望進一
步擴大對華出口。習近平指出，中國消費市場很大，
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的多樣化需求，希望法國企業家展
現長遠眼光，同中國加強互利合作。

走進部分國家館交流互動
中外領導人饒有興趣地邊走邊看。習近平走進部分

國家展館。坦桑尼亞的腰果，希臘的美食和藝術品，
意大利的葡萄酒，牙買加的藍山咖啡、朗姆酒蛋糕，
印尼的棕櫚油，俄羅斯的新型直升機和汽車，琳琅滿
目。

習近平認真聽取情況介紹，並不時詢問，親切交流
互動。習近平指出，各國的特色產品都很有競爭力，
歡迎各國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加大推介，這將
更好滿足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互利共贏
的。

各國領導人一致高度評價
習近平和各國領導人一同來到中國館。在「創新中

國」單元的未來電氣化飛機虛擬集成平台，馬克龍興
致勃勃地坐進中國商飛大型客機模擬駕駛艙操作。中
外領導人還觀看了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單口徑射
電望遠鏡——「中國天眼」和「深海勇士」號載人潛
水器模型。

在「開放中國」單元，各國領導人聽取了上海自貿
試驗區和「一帶一路」建設情況。

「美麗中國」單元陳列着世界文化遺產「中華第一
城」良渚古城遺址沙盤。各國領導人紛紛讚歎中華文
明源遠流長。

在「幸福中國」單元脫貧攻堅倒計時顯示屏前，習
近平強調，中國願同各國分享經驗，共同建設沒有貧
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外領導人還共同巡視了中國台灣、澳門和香港展
區。

各國領導人一致高度評價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希
望以此為契機，推動雙邊經貿合作再上新台階。他們
普遍看好中國發展和「一帶一路」光明前景，期待同
中國共同發展繁榮。

丁薛祥、李強、楊潔篪、胡春華、黃坤明、王毅、
趙克志、何立峰等參加上述活動。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開幕式上，
法國總統馬克龍、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牙買
加總理霍爾尼斯、塞爾維亞總理布爾納比奇、
意大利外長迪馬約、世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
分別致辭。他們高度評價中國舉辦第二屆進博
會，認為此舉彰顯了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
體現了中國的開放、包容精神，以及以實際行
動推進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投資合作的決心
和誠意。

全球唯開放才可持續發展
馬克龍表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

舉世矚目成就，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
件，成為當代國際秩序的重要轉折點之一。中

國的成功歸功於自身努力，也得益於經濟全球
化。中國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塑造者。
古絲綢之路今天正在延續，把歐洲和中國更緊
密聯繫起來。中國的成功故事表明，中國需要
對世界開放，世界也需要對中國開放。開放也
是歐洲的選擇。各國高度讚賞、非常期待中國
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舉措。在全球化中，各國都
面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訴諸單邊主義、保護
主義，使用關稅武器和叢林法則，解決不了當
前世界面臨的問題，這不是法國的選擇，也不
是歐洲的選擇。貿易戰沒有贏家，中國作為各
國重要貿易夥伴的利益以及多邊主義、自由貿
易和多邊貿易體系應該得到維護。歐盟視中國
為重要合作夥伴，願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相

互信任、互利共贏的精神，共同維護強有力的
多邊主義，為構建更加平衡的國際秩序作出貢
獻。
與會外國領導人都表示，中國是經濟全球

化的重要引擎和國際貿易的穩定因素。中國
對外開放的成就有力證明，在21世紀國與國
日益相互依存、命運與共的時代背景下，唯
有對外開放而不是自我封閉，積極合作而不
是以鄰為壑，互利共贏而不是損人利己，才
能實現各自和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
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將為世界創造更多發展
機遇。各方願抓住中國發展和開放的機遇，
加強交往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共同擁
抱更加光明的未來。

昨日上午9時30分許，習近平同外方領導
人一同步入會場。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宣佈，第二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正式開幕。習近平發表主
旨演講。
習近平指出，一年前，我們在這裡成功舉
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今天，更多朋
友如約而至。我相信，各位朋友都能乘興而
來、滿意而歸。去年我在首屆進博會上宣佈
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5方面舉措，對上海提
出了3點開放要求。一年來，這些開放措施已
經基本落實。
習近平強調，經濟全球化是歷史潮流。儘
管會出現一些回頭浪，儘管會遇到很多險灘
暗礁，但大江大河奔騰向前的勢頭是誰也阻
擋不了的。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難題，沒有
哪一個國家能獨自解決。各國應該堅持人類
優先的理念，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舉措，共
同把全球市場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機
制做實、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經
濟全球化動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
越好。
習近平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開
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我們將堅持以開放
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持續推進更高水
平的對外開放。

再降低關稅擴大高質量進口
第一，繼續擴大市場開放。中國中等收入

群體規模全球最大，市場規模巨大、潛力巨
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國市場這麼大，歡迎
大家都來看看。中國將積極建設更加活躍的
國內市場，更加重視進口的作用，進一步降

低關稅和制度性成本，培育一批進口貿易促
進創新示範區，擴大對各國高質量產品和服
務的進口。

加快推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
第二，繼續完善開放格局。中國將繼續鼓

勵自由貿易試驗區大膽試、大膽闖，加快推
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繼續推動京津冀協
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
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將制定黃河
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的國家戰略，
增強開放聯動效應。

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
第三，繼續優化營商環境。中國將繼續針對

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在關鍵環節和重要
領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為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
保障。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
商環境，放寬外資市場准入，繼續縮減負面清
單，完善投資促進和保護、信息報告等制度，
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

同各國商簽高標準自貿協定
第四，繼續深化多雙邊合作。中國支持對

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增強多邊貿易
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希望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能夠早日簽署生效。中國願同
更多國家商簽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加快中
歐投資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中國－
海合會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進程。中國將積極
參與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
金磚國家等機制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向前

發展。

共商共建共享高標準「帶路」
第五，繼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中國
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開放、綠
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
可持續目標，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
發展。
習近平指出，面向未來，中國將堅持新發
展理念，繼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着力
培育和壯大新動能，不斷推動轉方式、調結
構、增動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世界
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更多機遇。相信中國經濟
發展前景一定會更加光明，也必然更加光
明。
習近平最後強調，從歷史的長鏡頭來看，

中國發展是屬於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中
國將張開雙臂，為各國提供更多市場機遇、
投資機遇、增長機遇，實現共同發展。希望
大家共同努力，不斷為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
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習近平演講過程中，全場多次響起熱烈掌

聲。
開幕式前，習近平同外方領導人集體合

影，並親切會見世界500強企業家代表、出席
「70年中國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論壇外
方智庫媒體代表、出席世貿組織小型部長會
議外方部長和代表團團長。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於11月5日至
10日舉行。共有181個國家、地區、國際組織
與會，3,800多家企業參展。
同日，虹橋國際經濟論壇舉行，4,000多名

來自全球政商學研各界嘉賓出席。

各國領導人：推進經濟全球化 中國是重要引擎

■第二屆進博會開幕式前，習近平同外方領導人集體合影。 新華社

■習近平會見世界500強企業家代表並集體合影。 中新社

■習近平參觀印尼館，了解棕櫚油等產品。 中新社

▼▼習近平和馬克習近平和馬克
龍在法國館品嚐龍在法國館品嚐
法國紅酒和牛肉法國紅酒和牛肉
食品食品。。 法新社法新社

■■第二屆進博會昨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開幕第二屆進博會昨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開幕。。國家國家
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同出席第二屆進博會的習近平同出席第二屆進博會的
外國領導人共同巡館外國領導人共同巡館。。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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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說習近平說，，去年去年，，我在首屆進博會上宣我在首屆進博會上宣
佈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佈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55方面舉措方面舉措，，
對上海提出了對上海提出了33點開放要求點開放要求。。一年來一年來，，
這些開放措施已經基本落實這些開放措施已經基本落實。。

擴自貿區建設擴自貿區建設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已經正式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已經正式
設立設立，，中國還在其他省份新設中國還在其他省份新設66個自由貿個自由貿
易試驗易試驗區區

資本市場改革資本市場改革
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
已經正式實已經正式實施施

長三角一體化長三角一體化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已經作為國家戰略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已經作為國家戰略
正式實正式實施施

放寬市場准入放寬市場准入
◆◆外商投資法將於明年外商投資法將於明年11月月11日起實行日起實行

◆◆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
理制度已經出台理制度已經出台

◆◆擴大進口促進消費擴大進口促進消費、、進一步降低關稅進一步降低關稅等等

推進雙邊合作推進雙邊合作
習近平在首屆進博會期間舉行的雙邊活動習近平在首屆進博會期間舉行的雙邊活動
中同有關國家達成中同有關國家達成9898項合作事項項合作事項，，其中其中
2323項已經辦結項已經辦結，，4747項取得積極進展項取得積極進展，，2828
項正在加緊推進項正在加緊推進。。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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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十月初十 十二立冬
港字第25432 今日出紙4疊10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三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22-27℃ 濕度5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