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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4日晚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
讲。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但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
作的大势没有改变。各国要携手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
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
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
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国际社会注入
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本届进博会是在特殊时期举办的。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严重冲击，也给世界经济带来重
创。中国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如期举办这一全球贸易盛会，
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
望。

习近平强调，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
伐仍在加快。我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宣布的扩大对外开放系列
举措已经全面落实。中国持续扩大进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深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发布实施，
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保
护知识产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举措都取得了积极进
展。

习近平指出，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
历史上看，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什么逆流，人类社会
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各国走向开放、走向
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共同加强合作沟通，共同扩大对外开放。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
赢的共同开放，信任而不是猜忌，携手而不是挥拳，协商而不是
谩骂。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担的共同开放，大国要率先示范，
主要经济体要以身作则，发展中国家要积极作为。要致力于推
进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不应该任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
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要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
四五”时期发展作出全面规划。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即将实现，从明年起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我们提
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
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
民。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广阔的
内需市场将继续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中国将坚定不移
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
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第一，建设开放新高地。中国将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
区、自由贸易港引领作用，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数字
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深入开展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改革创新，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二，促进外贸创新发展。中国将继续通过进博会等开放
平台，支持各国企业拓展中国商机。中国将挖掘外贸增长潜
力，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
将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
中国将压缩《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为技术要素跨
境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在疫情后出台的各项纾困
惠企政策，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今年，中国实
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进一步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中国将继续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以优质服务营造更好环境。

第四，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
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加强
同世界高标准自贸区交流互鉴。中国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
织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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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同相关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最后指出，中国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当前，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增强勇气、共克
时艰。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
难题，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演讲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愿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宣布中国全面扩大开放新举措

11月4日晚，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此次会议由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主办，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历史交汇点上的宏伟蓝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诞生记
（A03、A04版）

本报海口11月 4日讯（记者彭青
林）根据中央依法治国办统一部署，中
央依法治国办第七督察组从 11 月 3
日起对我省开展实地督察，重点聚焦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及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4日上午，督察工作汇报会在海口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
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刘赐贵讲
话并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第七督察组
组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副主任丁伟就督察内容和工作要求
作说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主
持汇报会。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督察组
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依法治国办及各
有关部门长期以来对海南法治建设的
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海

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
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认识，
坚持将法治建设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稳步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创一流营商环境的有力依托和
重要保障。我们紧盯“关键少数”，不
断加强对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推动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学法制度，创新
推动三项重点改革任务的机制构建，
连续两年对贯彻落实习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情况开
展监督检查，全面落实党政主要负责
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的部署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
2020年）》，把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
轨道，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打造高效服务型
政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深入推进综
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解
纠纷机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全力
应对“三个大考”，答好“三张答卷”。
海南将以此次督察为契机，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继续对标
对表中央规定和督察要求，压紧压实
督察考评，倒逼职责和责任落实，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进程，抓
好问题整改落实，以确保党中央依法
治国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的实效，体现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丁伟首先表明了督察组的来意，
指出此次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
上部署的重要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他对海南法治建设所做
的大量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以及形
成的宝贵经验给予肯定，表示督察组
将通过听取汇报、个别谈话、查阅资
料、走访民营企业、访谈干部群众、明
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海南法
治建设情况，以督察促落实，进一步推
动地方党委政府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进一步聚焦“关键少数”和
关键问题，明确要求、传导压力、压实
责任；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旗帜鲜明
讲政治，杜绝形式主义，严守各项纪
律，务求督察实效。

省领导李军、毛超峰、何忠友、刘星
泰、孙大海、路志强及第七督察组全体
成员出席会议。

中央依法治国办第七督察组来琼开展实地督察
刘赐贵讲话 沈晓明李军出席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在中国
和意大利建交5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月4日晚同意大利总统马
塔雷拉通电话，互致祝贺。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不
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意两国坚持
互尊互信、互利共赢、互鉴互助，成为
全面战略伙伴，造福两国人民，也为
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发展双
边关系作出了表率。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意两国人民急难
有情、携手抗疫，在国际社会树立了

共克时艰的典范。双方要总结过往，
放眼未来，继往开来，推动中意关系
在新时期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将坚持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欢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各国积极参
与中国发展建设，实现互利共赢。中
意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

域互利合作，促进文明交流对话，共
同维护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习近平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同舟共济、合
作共赢才是正道。中方支持意方根据
本国情况应对疫情，愿继续向意方提
供帮助，共同支持世卫组织等发挥作
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
支持意方明年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
国，将同意方一道，推动二十国集团继
续为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复
苏发挥重要作用。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通电话庆贺中意建交50周年

本报椰林11月 4日电（记者况昌
勋）11月4日，省长沈晓明赴海南陵水
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调研并主持
召开座谈会，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
推动试验区建设。

沈晓明先后到黎安国际教育创新
试验区规划展览馆、公共教学楼项目现
场等地，详细了解试验区总体规划、制
度集成创新、校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
展等情况。他指出，在风景优美的黎安
海湾建设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把最好

的地拿出来办教育，利国利民，对得起
子孙后代，方向是对的，要高质量推进
项目建设，发展好试验区。

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了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区建设进展情况汇报。
他强调要充分认识试验区建设的重要

意义，建设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具体举措，是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向往、促进教
育融入新发展格局、 下转A02版▶

沈晓明在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调研时要求

以安全和质量为本加快推动试验区建设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彭青林）11月4
日，中国共产党同斯里兰卡执政党人民阵线党以

“加强两国执政党交往，互学互鉴治国理政经验”
为主题，举办高级研讨班开班式，会议以视频方式
举行。中联部部长宋涛、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和
斯里兰卡议长阿贝瓦德纳，斯人民阵线党主席、教
育部长佩里斯，斯人民阵线党青年领导人、青年与
体育事务部长纳马尔等出席并致辞。斯政府总理
马欣达专门向开班式致贺信。

宋涛积极评价中斯两国两党关系。宋涛表
示，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戈塔巴雅总统通电
话，就新形势下推进中斯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
重要共识，也为两国执政党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经
验交流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愿同斯人民阵线
党积极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
通，增进政治互信，开展互学互鉴，以提升党的执
政能力，助力中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贡献力量。

宋涛重点宣介了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并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
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
措，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开启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擘画了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蓝图，也为深化与包括斯里兰卡在
内的周边及世界各国合作注入了蓬勃动力。

刘赐贵表示，本次高级研讨班是落实好中斯两
党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行动，对夯实两国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海南正按照党中
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全球最
大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
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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