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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记者姜
微 杨依军 朱超）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5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的主旨演讲，强
调各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
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
经济，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
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同外方领
导人一同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宣布，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一年前，我们在这里成
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
更多朋友如约而至。我相信，各位朋友都
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去年我在首届进
博会上宣布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5方
面举措，对上海提出了3点开放要求。一
年来，这些开放措施已经基本落实。

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
流。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
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
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世界经济发
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
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
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

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
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
小越好。

习近平提出几点倡议：
第一，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

面对矛盾和摩擦，协商合作才是正道。
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破解不
了的难题。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坚
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
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

第二，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
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作，推动科技同经
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支持企
业自主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让创新源泉

充分涌流。应该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而不是搞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大科
技鸿沟。

第三，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多边贸易体制
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促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
支持力度，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
民众。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坚
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
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第一，继续扩大市场开放。中国中等

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巨大、
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国市场这么
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中国将积极建设
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更加重视进口的作
用，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培育
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扩大对各
国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

第二，继续完善开放格局。中国将
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
闯，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继续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并将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新的国家战略，增强开放联动
效应。

第三，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将
继续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
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水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不
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负面清
单，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
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第四，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中国
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增
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希
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早日
签署生效。 下转A02版▶

（演讲全文见A03版）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倡议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宣布中国采取新举措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着重研究
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大意义和总体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
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
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
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
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胜
利，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
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
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
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
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
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
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
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
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
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
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
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
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
和治理体系。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
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
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
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
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
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
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
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
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
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
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
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
著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
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
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
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
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
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
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
优势；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
著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

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这些
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的基本依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
下更大功夫。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
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
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
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
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
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
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
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
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
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
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
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下转A04版▶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A04版）

习近平同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习近平夫妇在上海会见
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

（A02版）

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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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