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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记
者李忠发 周蕊）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
在上海同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中午，习近平同外国领导人一同
步入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展厅。他们
边走边看，边看边谈，先后参观了匈牙
利、埃及、英国、捷克、肯尼亚、萨尔瓦
多、多米尼加、老挝、格鲁吉亚、越南、
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展区，了解各国
经贸发展成就和特色优势产品。习近
平和各国领导人通过视频欣赏了匈牙
利的美丽风光、领略了埃及的悠久文
明和现代发展规划，共同体验了英国
馆炫酷时尚的裸眼3D视频。在捷克
馆，泽曼总统用捷克产钢琴即兴演奏
一曲，并邀请习近平品尝捷克啤酒。
肯尼亚的鲜花、萨尔瓦多的咖啡、多米
尼加的水果，琳琅满目的各国特色产
品吸引中外领导人频频驻足。格鲁
吉亚总理和越南总理亲自向习近平
推介本国农产品和旅游项目。老挝
馆的中老铁路项目沙盘和巴基斯坦
馆的中巴经济走廊展板分别展现了
中老、中巴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
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在俄罗斯馆，习
近平在梅德韦杰夫总理陪同下听取
中俄在核电、天然气、飞机制造、地方
交往等领域合作成就介绍，共同展望
中俄合作的广阔前景。

习近平饶有兴致地观看，并不时
询问。习近平表示，各国展品种类繁
多，各具特色。希望各方以参加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发现商机、加
强合作，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对华出
口优质产品，丰富中国市场，满足中国
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实现
互利共赢。

随后，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来到
中国馆。中国馆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主线，展示

了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体现共建
“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的
新机遇。中外领导人一同观看展示
中国发展新气象的视频。在创新发
展单元，老挝和越南两国总理操控复
兴号高铁体验舱模拟驾驶台，亲身感
受以时速350公里飞驰的高铁带来
的视觉和听觉冲击。俄罗斯总理梅
德韦杰夫连连赞叹“太快了”。中国
自主研制的C919型飞机引起各国领
导人的浓厚兴趣。在协调发展单元，

刚刚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模型吸
引了大家的目光。习近平介绍说，大
桥刚刚建成，就经受住了强台风的考
验。动态版绿水青山图呈现出浙江
省安吉县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的发展现状。习近平
2005年就是在安吉首次提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
念。在开放发展单元，各国领导人
观看了展现中欧班列模拟动态运行
的电子沙盘。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

还共同巡视中国馆内的台湾、澳门
和香港展区。

各国领导人感谢中方作为东道主
对各国参展给予的大力支持，称赞中
国的发展成就，祝愿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表示，中国
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充分展现了中方
对外开放的包容姿态和负责任的大国
担当。他们高度评价、深度认同习近
平在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表示
各国非常重视中国市场，普遍看好中

国发展前景，愿深挖同中方合作潜力，
推动双边贸易增长，促进世界自由贸
易发展。

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是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共有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
立71个展台，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
米。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
南非、埃及、俄罗斯、英国、匈牙利、
德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12个
国家为主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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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日在上海会见参加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外国企业家
代表。

习近平对世界各国企业参加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表示欢迎。习近
平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4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与合

作日益密切。我们正在与国际社会一
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的改革开放不会停步，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我们已经并将继

续出台一系列开放举措，举办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就是其中之一。对中外
合作深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将
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在改

革开放中解决，在开拓前进中克服。
中国将继续为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提供良好的环境，欢迎各国企业共享
中国发展的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会见参加首届进博会的外国企业家代表

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记
者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上
海会见捷克总统泽曼。

习近平指出，中捷传统友好，双边
关系具有深厚民意支撑和广泛共同利
益基础。2016年3月，我对捷克进行
国事访问，和总统先生共同签署中捷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开启了
双边关系新篇章。在“一带一路”倡议
持续引领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不断推动下，中捷关系呈现全面发展
势头，面临广阔前景。

习近平强调，双方首先要深化互
信，不断巩固和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
治基础。双方已就共建“一带一路”规
划了重点合作领域和方向，要打造更
多新亮点和大项目，在交通、能源、电
子商务、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更多合
作。要开展更多人文交流。中方期待
捷方为中欧关系发展不断作出新贡
献，愿同捷方深化在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框架内合作，共同维护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

泽曼表示，很高兴来华出席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经常同习近
平主席会面。捷中友谊深厚，经贸关
系紧密。捷克欢迎中国企业赴捷克投

资兴业，愿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间对
话协调，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捷方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记者
吴嘉林、仇逸）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
上海会见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习近平指出，立陶宛是波罗的海
地区重要国家，也是中国在中东欧地
区合作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中立关系
发展。双方要相互尊重，深化互信，切
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
和处理双边关系。

习近平强调，立陶宛区位优势明
显，能够在亚欧互联互通中发挥重要
作用。中方愿同立方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特别是
共同推动中欧班列和“三海港区”建
设，扩大双向投资，在电子商务、金融
技术、新能源、激光和农业等领域加大
合作。中方希望立方用好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这一平台，宣介本国产品。
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推进民间交往，
加强地方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方愿同立方一道致力于深化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格里包斯凯特表示，立陶宛钦佩
中国取得的跨越式发展，高度评价中
方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当前形势
下，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战略性举
措。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的重
要演讲发出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支
持全球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明确信号。立陶宛深信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上，这对世界各国是重大机
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立方愿加强同中方的全
面合作，积极推动加快欧中投资协定
谈判和中国－中东欧务实合作，共同
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记者
陆文军、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
在上海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俄都处在国
家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面对空前复
杂的国际环境，保持中俄关系高水平
运行、巩固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更
加突出。全面落实我和普京总统就深
化两国务实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是
双方下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双方要
不断深化能源、农业、金融、科技创新
等领域合作，扩大地方和人文交流，办
好今明两年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

习近平表示，欢迎俄罗斯作为主
宾国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总理先生亲率规模庞大的俄方代表团
出席。希望俄方通过进口博览会充分
展示俄方优质特色产品。

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坚定走和
平发展道路，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体现了有定力、负责任的大国担
当。新形势下，中方愿同俄方保持密
切高层交往，不断深化战略协作。

梅德韦杰夫表示，很高兴来华出
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感谢中
方邀请俄罗斯以主宾国身份参加，这
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俄中经贸关系的高
度重视，今后俄方每年都会积极参
加。俄中关系正在前所未有的高水
平上继续向前发展。俄方愿同中方
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
识，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国
际事务中协调协作，维护国际规则，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要以明
年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深
化友谊，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记
者杨金志、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5
日在上海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习近平指出，友好和合作始终是
中匈关系发展主旋律。去年5月，我
和总理先生共同宣布两国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这为中匈关系发展开辟
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习近平强调，中匈双方要深化相
互政治支持和信任，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
和支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
配合。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匈牙
利“向东开放”政策对接，为实现各领
域合作做好顶层规划。要深挖潜力，
推进匈塞铁路项目向前发展，推动经
贸、投资、金融、农业、旅游、创新等领
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欢迎匈方
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一步开拓
中国市场。双方要计划好明年两国建
交70周年纪念活动，扩大友好交往。
中方希望匈方继续积极推动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及中欧关系发展。

欧尔班表示，明年两国将迎来建
交70周年，这是推动匈中关系在新形
势下更好发展的重要契机。匈方愿同
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匈方
愿为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及欧
中关系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分别会见四国领导人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
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5日在
上海会见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
尔·盖茨。

彭丽媛表示，长期以来，盖茨基

金会大力投入发展减贫、医疗卫生等
事业，并同中国有关部门保持良好关
系，在艾滋病防控、健康扶贫、全球卫
生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
的合作。

彭丽媛说，当前，中国致力于健康

中国建设，实施精准扶贫，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并积极参与全球卫生事
业和健康治理。我们支持盖茨基金会
继续同中方加强双方和三方合作，包
括提高中国卫生人才能力建设和全球
卫生专业队伍储备。

盖茨祝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成功开幕。盖茨说，习近平主席
今天上午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令
人振奋。在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中
国秉持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精神同
各国加强合作尤显难能可贵。人类

在卫生健康领域正面临全球性挑
战。我高度赞扬中国在发展减贫领
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为促进世界
卫生健康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盖
茨基金会愿继续加强同中方在上述
领域的合作。

彭丽媛会见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同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新华社发

权威声音

三大国际组织负责人盛赞
中国开放新举措增益世界

参展商在加拿大展馆内交流。 新华社发

人们在中国馆内参观。 新华社发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5日正式拉开帷
幕。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三大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上先
后发表讲话，盛赞中国主动扩大开放和积极维护
多边贸易体系的新举措增强了国际社会信心，为
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进博会说明贸易不是零和游戏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在发言中说，
上海进博会向世界传递出重要信号：一是中国在
全球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二是中国增加进口
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今年是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成为
世贸组织成员，坚定支持世贸组织工作，并日益发
挥重要作用。中国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并从各方互
利合作中获益。

阿泽维多说，中国举办进博会说明贸易不是
零和游戏，并非“出口就是好的，进口就是坏的”。
进口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有更多选择，也意味着各
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使自身经济更有竞争力和
效率。

阿泽维多呼吁缓和全球贸易争端，强化全球
贸易体系。他期待中国继续支持贸易自由化和多
边贸易体系，与各国携手创造更加光明的经济前
景和人人向往的世界。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中国减贫成就惠及全球民众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中国的
减贫成就。他说，40年来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25
倍，同期中国脱贫人口超过8亿，占全球脱贫总人
数的70％。他强调，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减
贫具有重要作用，各国应继续支持贸易领域改革，
强化多边体系，实现共同繁荣。各方尤其要关注
那些未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群体。国际社会
应帮助相关国家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增强经济增
长的韧性、竞争力和包容性。

金墉特别提到，自己近日在中国贵州考察时
看到当地的贫困率在五年内从30％降到8％，这
令人惊叹。他认为，贵州减贫效果突出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借助电子商务把贫困地区的农产品
卖到世界各地。他希望借助中国进博会的契机，
让全球市场体系更好地惠及全球民众。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中国搭建“三座桥”为世界作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讲话中以
“三座桥”为喻，称赞中国不断取得发展，持续为世
界作出贡献。她说，第一座桥是通往世界之桥。
中国40年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建造这座桥，既改
变了自身，又改变了世界，促使各国的生产率、创
新水平和生活水准提升。

拉加德说，第二座桥是通往繁荣之桥。她观
察到中国主动采取经济再平衡措施，使经济增长
主要动力转向消费。她说，今年前三个季度，消费
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8％，而五年前
这一比率是约50％。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
的比重则从2007年的10％降至目前的约1％。

拉加德总结的第三座桥是通往未来之桥。她
说，中国是国际合作、特别是贸易合作的典范。她
呼吁在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各方应缓和贸易
争端，维护而不是摧毁全球贸易体系。她认为，当
前需要更多国际合作。贸易不但有助于实现经济
繁荣，而且有助于实现全球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