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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尊敬的马克龙总统，
尊敬的霍尔尼斯总理、米佐塔基斯总理、
布尔纳比奇总理，
尊敬的各位议长，
尊敬的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尊敬的各代表团团长，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这多彩的深秋时节，很高兴同大
家相聚在黄浦江畔。现在，我宣布，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远道而来的各
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来自世界
各地的新老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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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延
续“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我相信，
各位朋友都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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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已经正式设立，
我们还在其他省份新设6个自由贸易试
验区；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已经正式实施；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已经作为国家战略正式实施；

外商投资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行；全
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已经出台；扩大进口促进消费、进一
步降低关税等取得重大进展。去年，我
在进博会期间举行的双边活动中同有关
国家达成98项合作事项，其中23项已经
办结，47 项取得积极进展，28 项正在加
紧推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长江、尼

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
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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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
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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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几点倡议。
第一，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当

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
所趋。距离近了，交往多了，难免会有磕
磕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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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坚持以开放
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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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削减贸
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
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

第二，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
创新发展是引领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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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
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
的壁垒，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术交流合
作，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了更好运
用知识的创造以造福人类，我们应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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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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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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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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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共产党刚刚举行了
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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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很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重要举措。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
国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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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
近14亿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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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叫作“世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这里我要说，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
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
增长扩大空间。中国将更加重视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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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将推动进口和出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贸易和产业
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
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第二，继续完善开放格局。中国对
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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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开放新
高地。中国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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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

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今年 10 月
24 日，世界银行发表《2020 营商环境报
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由 46 位上升到
31 位，提升 15 位。上个月，中国公布了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今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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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将不断完善市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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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环
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
化相关执法，增强知识产权民事和刑事
司法保护力度。

第四，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中国
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多边主义的支持
者。中国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
改革，让世界贸易组织在扩大开放、促进
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增强多边贸易
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今天下午，中
方将主办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我们
期待各方坦诚交换意见，共同采取行动，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正能量。我高
兴地得知，昨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15个成员国已经整体上结束谈判，
希望协定能够早日签署生效。中国愿同
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加

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
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共同
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第五，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目
前，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
织签署 19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
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
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面向未来，中国将坚持新发展理

念，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
培育和壮大新动能，不断推动转方式、
调结构、增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更多机遇。

我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
更加光明，也必然更加光明。从历史的
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
步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
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
遇，实现共同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

万邦。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断为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贡献！

谢谢大家。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9年11月5日，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在多彩的深
秋时节，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上海开幕。四海宾朋再次相聚黄浦江
畔，共赴“东方之约”，大家乘兴而来，必
将满意而归！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
和万邦。”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
主旨演讲，深刻阐明经济全球化是不
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明确提出共同把
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
搞得越小越好的 3 点倡议，郑重宣布中
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5 个
方面举措，以高瞻远瞩的中国智慧、求
真务实的中国方案，向世界宣示中国
坚持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
新的更多机遇的信心和决心，彰显了
中国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的责
任和担当。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首个
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举办
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口，是着眼
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共
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的主动作为。在首届基础
上，本届进口博览会有了新的提升，共有
155个国家和地区、26个国际组织参加，
展出面积达到36万平方米，64个国家参
加国家展，3893家企业参加企业展。进

博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了世界各国和
企业广泛参与，成为全球贸易发展史上
的一大创举，成为新时代国际合作的又
一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回顾
了首届进口博览会以来中国各项开放举
措的落实情况，就是要表明中国重诺守
信、说话算数，中国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
和经济全球化，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
势 ，为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了 强 劲 动
力。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

全球化遭遇波折之际，习近平主席登
高 望 远 指 明“ 经 济 全 球 化 是 历 史 潮
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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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
益之上。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倡议，

“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共建开
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共享的
世界经济”，就是希望各国以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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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动力搞大、阻力搞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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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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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
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
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习近平主席在演讲

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
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
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这5个方面的重要举措，正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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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国提供更
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
共同发展。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
景一定会更加光明，也必然更加光明；中
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共同推
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中国正张开双臂，欢迎各国
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机遇，搭乘中国发
展的“快车”“便车”。世界各国共同扬起
合作之帆，乘着时代发展的东风，携手同
心、同舟共济，一定能推动世界经济之船
扬帆远航，驶向生机盎然的春天。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更多机遇
——论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
阻挡不了的”。

5日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对
经济全球化趋势做出有力论断，提出共
建世界经济的重要倡议，宣示了中国进
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在与会各界人士
中引起强烈共鸣，得到高度认同和赞誉。

知天下者，善谋大势。一年前，同样
的场合，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是
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以海纳
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

从以大海为喻，到以江河为寓。两
次精彩比喻，寓意深远，揭示同一个道
理：拥抱世界的中国将与各国一道，把开
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推向前进！

共襄贸易盛举，共享美好未来——
深秋的上海，美丽的“四叶草”，搭起了互
利共赢、命运与共之桥，又一次见证中国
与世界的融通交汇、浩荡前行。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
看看。”

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一句妙语，
引来现场嘉宾的会心笑声和热烈掌声，
也传递出与会各方对中国扩大开放的广
泛认同。

“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共建
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共享的
世界经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大
倡议，指引世界经济走出逆全球化的“阴
霾”，穿越不确定性的“迷雾”。

“古丝绸之路今天正在延续，把欧洲
和中国更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的成功故
事表明，中国需要对世界开放，世界也需
要对中国开放。”出席开幕式的法国总统
马克龙这样回应习近平主席的论述。

同期抵达上海的法国核电巨头法马
通集团首席执行官丰塔纳说：“作为法中
能源合作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希望
把双方在民用核能的成功合作延伸到其

他领域，期待在核医学领域进行更广泛、
深入的合作。”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
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继续深
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在去年交出一份丰硕“进博答
卷”基础上，习近平主席今年又提出中国
扩大开放的5方面新举措，强调“中国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营商环境是企业最有“触感”的要素
之一。跨国物流巨头DHL今年首次参加
进博会。DHL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吴东明
说，快递企业视速度为生命，DHL对中国
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特别是海关通关效
率的提升有着最为深切的感受。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2020营商环
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由去年
的46位上升到31位，提升了整整15位。

“如果将营商环境视为一种国际竞
争力，虽然中国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
差距，但‘改善力’非常惊人。”毕马威中
国副主席邹俊说。

3大倡议、5方面举措，构建了中国
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大框架，也将加快推
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过去一年，中
国的开放大踏步前进：外商投资法将于
明年1月1日起实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经出台；
关税税率从9.8%降到7.5%；自贸试验区
数量增至18个……

当下有作为，未来更可期。
展览规模更大，参展企业更多，首发

首展更突出，质量更优，创新更强，体验感
更足，论坛层次更高，成效更好，配套活动
更丰富，保障对接更精准——这10个

“更”，折射出进博会“越办越好”的大趋势。

参与两届进博会的土耳其驻上海总
领事安格乐，谈起进博会来如数家珍。
今年，土耳其有58家企业参展，总面积
较去年翻了一番。

“我们相信，中国创办的进博会能成
为国际性的‘大巴扎’（意为‘集市’），给
世界更多发展机遇。”安格乐说。

一个个鲜活的“进博故事”证明，进
博会不仅是货通天下的大舞台，更是全
球各国互利共赢的大平台。

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
仅需要一次心跳的时间，就能掌握

患者全部心血管数据。进博会，美国通
用电气公司（GE）展出了采用最前沿人
工智能技术的CT系统。

这也是GE参加此次进博会“一个首
发，三个首展”中的一部分。包括GE在内，
今年美国企业参展数量达192家，较去年
增长18%，参展面积位居各参展国之首。

在世界经济承压下行、全球化走到
十字路口的当下，全球客商缘何齐聚中
国首创的进博会？

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透露出的“计利
天下”的东方智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开放合作，把全球市场的蛋糕
做得更大。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
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坚持‘拉手’而不是

‘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
“我们与中国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是

开放，而不是筑墙。”塞尔维亚总理布尔
纳比奇表示，塞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国
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这必
将给更多国家带来机遇。

和美国企业合作引进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系统，和法国企业合作引进新口味植

物酸奶……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复星集团
的多家全球合作伙伴一齐亮相，为中外采
购商带来“全球好产品”。复星集团董事长
郭广昌说：“深度的全球化合作，将让全世
界的家庭能够享受到更多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共享人类的智慧成果。”

——开放创新，把做蛋糕的手艺练
得更精。

创新发展是引领世界经济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机遇
面前，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作，让创新源
泉充分涌流。

“中国不仅是创新的好地方，也可以
作为出口基地。”已经进入中国市场30年
的法国泰雷兹集团，今年是首次参加进博
会。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苏睿思说，中国
航空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未来，希望泰
雷兹带来的数字化和创新解决方案，不仅
造福中国也能惠及全球市场。

——开放共享，把经济发展的蛋糕
分得更加公平。

5日下午，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咖
啡、芝麻、奶粉……乌干达一家参展企业
一边向记者介绍展品，一边递来了印有
中文的名片。

“我们一直苦于没有渠道进入中国
市场，去年参加进博会让我们接触了很
多经销商。今年，我们早早报名参加。
你看，中文名片都备好了。”乌干达国营
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西蒙·特韦恩说。

同样在5日下午，苏宁与意大利对
外贸易委员会签署深化合作协议，让意
大利中小品牌通过苏宁渠道进入中国。

“‘买全球，惠全球’，我们要让更多
‘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去，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苏宁控股
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

利己达人，货通天下。开放融通的
中国正向世界敞开胸怀，欢迎全球各国
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以贸易公
平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
会更加光明

坐进虚拟驾驶舱体验翱翔蓝天、坐
上“深海勇士”深潜器潜游海底、通过“中
国天眼”VR眼镜遥望星空……透过高科
技元素，第二届进博会的中国馆让中国
发展成就更加触手可及。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在
70年发展的新起点上，当今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第一增长引擎将如何携手世界
共谋新篇？

习近平主席鲜明指出“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也必然更加光明”。

信心源自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
大手笔——

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
本、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法律体系……一系列举措彰显中国在
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中搏击风浪、强筋壮
骨的勇气和决心。

前不久，ABB位于上海的机器人“未
来工厂”正式破土动工，建成后将实现“用
机器人制造机器人”。ABB集团亚洲、中
东及非洲区总裁顾纯元表示，中国全方位
扩大开放，积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
投资环境，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极大机遇，
坚定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信心源自中国大市场带来的大机
遇——

“中国有近14亿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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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的话，道
出中国大市场的勃勃生机。

漫步进博展馆，德国的高效壁挂炉、
赞比亚的野生蜂蜜、塞尔维亚的乳制品
等全球优质商品，正加快走入中国消费
者视野。进博会采购商中国国投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预计，今年全年进口印度尼
西亚、厄瓜多尔等地的优质水产品将达
到3.5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1.3倍。

消费不断升级、需求持续释放，中国
市场吸引力十足。第三届进博会从今年
8月1日起开始报名，目前签约和报名的
企业已经有115家。

信心源自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大趋势——

“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培育和壮
大新动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在进博会装备展区，德国企业克鲁斯
生产的焊接机器人手臂左右翻飞。这家
恰好成立百年的企业是焊接机器人领域
的“隐形冠军”，也是今年进博会的“新面
孔”。克鲁斯每年按照客户定制需求生产
约300台机器人，其中一半销往中国。

“此前我们只参加各类专业展，进博
会是我们参加的第一个综合展。”克鲁斯
中国副总经理李晓鹏说，这两年公司在
华销售额呈现50%左右的“阶梯式”增
长，未来将加大产能，更好搭乘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的快车。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北边不远处，
蜿蜒的苏州河一路向东与黄浦江合流，
汇入滔滔长江，融入浩瀚太平洋。

江河湖海的交汇，一如开放中国的
包容并蓄。面向未来，一个秉持天下大
同、协和万邦的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
道，扬合作之帆，乘时代东风，推动世界
经济巨轮驶向生机盎然的明天！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共襄盛举 共享未来
——与会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