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导读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小阵雨 夜间 阴天间多云，有小阵雨 风向风速 东到东北风4级 温度 最高28℃ 最低24℃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5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二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16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戊戌年九月廿九 三十立冬 2018年11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674号 6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记者姜
微 白洁 刘红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5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
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强调回
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
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
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
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的时代要求。各国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开创人类更加美好
的未来。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
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11月初的上海，风清气爽，秋意渐

浓。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式主会场
内，各国嘉宾齐聚一堂。上午9时45分
许，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多米尼加总
统梅迪纳、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肯尼亚
总统肯雅塔、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埃及总理马
德布利、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匈牙利
总理欧尔班、老挝总理通伦、马耳他总理
穆斯卡特、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越南总理阮春福、
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等外方领
导人一同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主
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
上一大创举。这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
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
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经济全球
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面对世界
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都应该拿出
更大勇气，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

——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拓展
互利合作空间。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
策取向，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应该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应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
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促进全球经济
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

——各国应该坚持创新引领，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各国要共同推动科技创
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共享创新成果；应
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
的机遇，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

——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
共同发展。各国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
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
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
全球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

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砥砺前行，
依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书写了国家和民
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坚持打开国门
搞建设。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
标识。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
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始终是全球共
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
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
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为进
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将在以下几方面加
大推进力度。

第一，激发进口潜力。中国将促进
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培育中高
端消费新增长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
力，扩大进口空间；将进一步降低关税，
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
度性成本，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中国真诚向各国开放市
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
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
越好。

第二，持续放宽市场准入。中国已
经进一步精简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减少投资限制，提升投资自由化水
平，正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
务业开放， 下转A02版▶

（演讲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宣布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

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这是开幕
式前，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
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金昌波）11月5日上
午，全省脱贫攻坚“创优迎考”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在
海口召开，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
挥长李军强调要以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绝对忠诚、较真叫板的工作态度，落实好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开展好“创优迎考”，确保实现今年脱贫
攻坚战打翻身仗的目标。副省长、副指挥长刘平治作
工作部署。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海南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
港建设的底线目标，我省决定从本月开始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脱贫攻坚“创造优异成绩、迎接国家考核”工作，
以最严格的“体检”和最实打实的查漏补缺，持续推动
问题整改，提升脱贫攻坚质效。

李军强调，做好这次“创优迎考”工作意义重大，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
识”，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尽快进入备战迎考状态。
要对标国家考核内容发生的新变化，准确把握工作的
关键环节，在紧紧围绕提高脱贫质量、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提高掌握和运用扶贫政策能力等方面狠下
功夫，及时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要在“创优迎考”中
坚持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坚持举一反三、做到立
行立改；坚持严实作风、精心迎接考核；坚持有功就
奖、有过就罚。

动员会通报了我省今年1-10月份脱贫攻坚工作
进展情况、脱贫攻坚奖励激励办法及扶贫领域7起腐
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此次会议覆盖面广，通过广
播电视电话分会场、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等，直接开到了
市县、乡镇、村三级。

我省召开脱贫攻坚“创优迎考”
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
李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况
昌勋）11月 5日下午，海南省与加
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在海口签署
了进一步深化友好关系谅解备忘
录。签约前，省长沈晓明会见了爱
德华王子岛省省长韦德·麦克劳克
伦一行。

爱德华王子岛省是海南的传统
友城。两省建立友好省关系17年
以来，高层互访频繁，在教育、人文
等领域展开了务实合作。此次韦

德·麦克劳克伦率团访琼期间，双方
将举办第一届年度“对话日”活动，
讨论研究在贸易和可持续发展、旅
游以及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机
会。双方同意2019年在加拿大爱
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第二届
年度“对话日”活动。

沈晓明对韦德·麦克劳克伦率
团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今年对海
南来讲是重要的年份，习近平主席
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支持海南全
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的目的
是促进改革开放，将大幅放宽外资
市场准入、提升贸易便利化、加快金
融开放创新，着力建立现代化开放
型经济体系。海南非常欢迎世界各
方特别是爱德华王子岛省等友好省
抓住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机遇，
分享海南发展红利。期待两省在以

往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教
育、旅游、文化、健康、海洋、清洁能
源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韦德·麦克劳克伦表示，爱德华
王子岛省非常关注海南建设自贸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两省同为
岛屿经济体，有许多可以实现双赢
的合作领域，希望双方通过“对话
日”活动这一交流新机制，进一步加
强合作。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活动。

海南省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签署深化友好关系谅解备忘录
沈晓明会见韦德·麦克劳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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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聚四方之才”
招聘会11月10日

在京举办

三亚托迈酷客
旅行社揭牌成立
系我省首家中外合资旅行社

我省进一步
规范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
12月起只允许在5%到

12%之间核定一个缴存比例

习近平同出席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习近平分别会见四国领导人

习近平会见参加首届进博会
的外国企业家代表

(A03版)

■ 本报特派记者 罗霞 彭青林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在上海拉开帷幕，海南交易
团积极参会，广泛寻求与参会企业
等的交流与合作。我省一些企业纷
纷表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
界展现了中国开放的姿态，博览会
规模大、产品琳琅满目，不少领域显
现合作商机，当前海南正在积极深

化改革开放，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下，
海南对外合作大有可为。

多个领域存在合作商机

在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航集团、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
税店有限公司、海南博鳌恒大国际
医院有限公司、海南春光食品有限

公司、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我省
一批企业参会，涉及食品及农产品、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日
用消费品等诸多领域。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荣杰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展会规模大。

“中国以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欢迎全
球更多企业将更优质产品出口到中

国。”刘荣杰说，展会涉及的领域很
多，在不少领域存在着合作商机。

“比如，我关注水产品方面的情况，
希望在水产品贸易等方面达成合
作，同时希望能发现适合翔泰渔业
发展的生产设备。”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
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企业展分为7大展区：消
费电子及家电、 下转A05版▶

海南交易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海南开放合作处处有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