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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上海，浦江奔涌。进博会又
一次如约而至，拥抱八方来客。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新冠疫情起伏延宕，世界经济艰

难复苏，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4日晚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以视频方式发表的主旨演讲，让各
方宾朋如沐春风。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总结历史、揭示规律、展望未来，
习近平主席话语铿锵有力，向世界传
递中国坚定扩大开放、携手世界合作
共赢的时代强音。

三个“不会变”
展现胸怀担当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
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
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
心不会变。”

这是不变的东方之诺——
2018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在首

届进博会上就郑重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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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来，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第
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
博会人气越来越旺，中国的开放水平
也越来越高。

“中国市场正在成为世界的市场，
进博会如期举行让我们看到中国持续
扩大开放的魄力和决心。”陶氏公司亚
太区总裁彭睿思说，今年陶氏的展台
面积是首次参展时的4倍，“我们已经
报名2022年进博会。”

这是不变的中国担当——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要把

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支持世界各
国扩大开放，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
统计显示，习近平主席四届进博

会的主旨演讲中，“开放”一词出现了
逾百次。

霜重色愈浓。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交织，越是艰难时刻，中国越要坚持
扩大开放，携手世界共度时艰。东方
之诺和主动作为给世界经济带来确定

性和正能量。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

国区总裁尹正表示，中国扩大高水平
开放，不仅将加快高质量发展，也将为
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澎湃动力。

四个“坚定不移”
彰显信心信念

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坚定
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维护
世界共同利益——

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中强调的四
个“坚定不移”，宣示了中国顺应经济
全球化大势，携手世界各国推动人类
走向更美好未来的信心和行动。

“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演讲
中，习近平主席话语坚定。

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在开放方
面，中国向来是行动派。

一份纪念弥足珍贵——
第四届进博会的举行，恰逢中国

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北厅，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专题展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展现20年来
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发展变化同步交

织、相互激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不

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
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
水。”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

过去20年，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
诺，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4%，
低于9.8%的入世承诺；中国中央政府
清理法律法规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
理19万多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
韦卡·格林斯潘说，加入世贸组织为中
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红利，中国履行
入世承诺不仅助推国际多边经贸机制
建设，也造福全球经济发展，这样的结
果令人赞叹。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中国
在全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
支持和贡献对世贸组织改革发展至关
重要。着眼长远，重振全球多边贸易
体制，将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作为深度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国
家，中国在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更加积
极参与国际新规则的过程中，能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机遇，既是对中国
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对外经贸大
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竺彩华说。

一张清单落实有力——

前三届进博会上，中国每年宣布
的扩大开放清单都是“干货满满”，并
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

今年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
了更多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昭
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
放；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
领域，投向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

毕马威中国及亚太区主席陶匡淳
表示，当前，全球贸易投资大幅萎缩，
作为外贸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贸易也
遭受较大冲击。此次进博会亮出的中
国开放新举措，必将为全球服务贸易
发展创造新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发
展提振信心。

一个核心理念
指引共创未来

哥伦比亚的咖啡、阿根廷的葡萄
酒、波兰的智能起重机、日本的保健
品……进博会上，各国参展企业带来

看家好物，争相搭乘中国发展的“机
遇快车”。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习近平主席用形象的话语，阐释了合
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的核心理念，宣
示了中国持之以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进博会是开放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是中国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多边贸易发展的
体现，为在华外企共享中国开放机遇
增添了信心。”西门子全球执行副总
裁、西门子中国董事长肖松说。

这样的数据令人振奋——
首届进博会意向成交578.3亿美

元，第二届为711.3亿美元，第三届达
726.2亿美元，三年累计超过2000亿
美元。

春华秋实，硕果累累。这背后是
不容错过的超大市场，中国有14亿多
人口和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每年
进口商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元。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正是看到
进博会上实实在在的“中国红利”，90
家来自33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选
择参加今年的进博会，将蜂蜜、咖啡等
商品推向中国市场。

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说，进博
会搭建了重要平台，帮助赞比亚等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向全球市场。
赞中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以进
博会为契机，将双边贸易关系推向
更高水平。

全新的征程令人期待——
第四届进博会的举行，恰逢中国

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新起点
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中国更
大力度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在复杂变局下重塑国际
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为世界经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
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
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积极推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支持疫苗
等关键医疗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
配和贸易畅通……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赢得满堂掌声。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外交部：

反对以所谓新闻自由名义
歪曲抹黑中国和北京冬奥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5日电 （记者朱超 伍
岳）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日表示，中方欢迎各国
媒体采访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但坚决反对将
体育政治化，反对针对中国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
反对以所谓新闻自由的名义编造虚假新闻、虚假
信息歪曲抹黑中国和北京冬奥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4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称，美国敦促中国在北京
冬奥会期间，不要限制记者自由行动和准入，保障
其人身安全及报道自由。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北京冬奥会秉持开放办奥理念，从筹办伊始
就一直欢迎各国媒体关注、报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汪文斌说，筹办以来，为给媒体提供良好的
服务，北京冬奥组委通过邀请驻京境外媒体参加集
体采访、媒体沙龙、新闻发布会、联谊活动、“相约北
京”测试活动以及推送冬奥信息快讯等多种形式，
向各国媒体介绍北京冬奥会筹办情况。

汪文斌说：“我们非常欢迎媒体记者对北京冬
奥会的场馆建设、赛事组织、运行保障等相关工作
进行报道，并对筹办工作开展舆论监督，这有助于
我们不断提高赛事组织和运行能力。但是，我们
坚决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反对针对中国的强烈意
识形态偏见，反对以所谓新闻自由的名义编造虚
假新闻、虚假信息歪曲抹黑中国和北京冬奥会。”

国台办：

依法对清单在列的
“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5日应询表示，一段时期以来，苏贞昌、游锡堃、吴
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极力煽动两岸对立、
恶意攻击诬蔑大陆、谋“独”言行恶劣、勾连外部势力
分裂国家，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严重危害台海和平
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
利益。大陆方面依法对清单在列的上述“台独”顽
固分子实施惩戒，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
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
大陆谋利，以及采取其它必要的惩戒措施。

有记者问，有媒体报道称，大陆方面正在研究
针对“台独”顽固分子的惩戒措施，请问是否属
实？朱凤莲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她指出，我们正告此类“台独”顽固分子，凡是数
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大陆方面将依
法对“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终身有效。

美方一些人炒作“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

国台办：
无视国际公理和国家信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5日应询表示，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
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主
权国家，理所当然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也不能成
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联合国下属专门机
构的成员。这是国际社会共识，不是美国有些人
想否认就能否认的。

有记者问，美方一些官员近日称“支持台湾参
与联合国系统”。美国政府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
参与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但现在却鼓吹
联合国其他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
统。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指出，50年前，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同时也否定了美国等国
当时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美国重翻旧
账，重提错误，分明是在挑战国际社会共识，把自
己摆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的对立面。

她表示，联大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
和程序上明确、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
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个部分，根本不存在所
谓“台湾参与联合国”问题。联合国系统、其下属
各专门机构、联合国秘书处等任何涉及中国台湾
地区的事务，均应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合国大
会2758号决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
相关国际机构也都通过决议等法律形式确认了这
一根本原则。其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朱凤莲强调，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停止任何形
式支持怂恿“台独”的言论，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企图攻击联
大2758号决议、炒作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
问题，只会暴露美方一些人无视国际公理和国家
信誉、打“台湾牌”无所不用其极的丑陋一面。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
——习近平主席第四届进博会主旨演讲传递开放合作强音

这是11月4日拍摄的上海晨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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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希望，我在人生路上笑对冰
霜，像磨刀石一样不断打磨自己，所以给
我取名王笑冰。”秋日的海南，云高天蓝，
在海口综合维修段的一间教室里，全国
劳动模范、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合
维修段信号工王笑冰侃侃而谈。

2011 年，王笑冰在广铁集团职业
技能竞赛车站与区间信号机项目中获
得全能冠军。次年，他由湘西“转战”
海南岛，成为了海口综合维修段的一
名信号工，从湘西山区到椰风海韵，迎
接王笑冰的是全新的挑战，海南环岛
高铁新投用的技术装备，成了横亘在
他面前的一座“大山”。为此，王笑冰
从零开始，认真钻研，虚心求教，自学
了计算机联锁、列控技术、调度集中系

统等高铁技术。
日夜摸索，苦心追求，王笑冰从熟

悉掌握单一普通信号设备，到全面系
统掌握较复杂的高铁信号系统设备，
并通过实践总结出多种实用的工作
法，他梳理出检修作业“流程清”、故障
处理“一手精”工作法，提炼总结的
ZYJ7 高铁道岔启动故障电机感应小
电压法、ZYJ7高铁道岔混线故障五步

法等，这些工作方法在铁路信号系统
得到广泛使用。

从事铁路信号工作28年来，他实现
了零违章、零违纪、零事故。他也从一名
普通的信号工成长为铁路信号方面的专
家，2020年，他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
的光荣称号。

在工作中，王笑冰思考得最多的是
设备如何才能不出故障以及出了故障如

何最快修复。为此，他坚持在执行信号
设备检修作业标准和提升信号设备故障
应急处理能力两方面下功夫，勤动脑、善
思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笑冰工作
法”。

在一次施工中，一架信号机灯泡断
丝报警两秒，随后报警消失。王笑冰没
有放松警惕，一再试验、分析，终于查明
原因——新安装的微机电缆插头接触不

良。他马上利用趁着没有列车运行的
“天窗时间”解决问题，并向厂家提出了
“采集地线上组合电源端子”的解决方
案。

“找隐患就像做数学题，每当我找到
答案时都特别高兴！”王笑冰说，当用自
己总结的经验处理了一个个疑难杂症
时、当自己研究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生
产实践并取得良好效果时，他的成就感

很强。
据不完全统计，调到海南工作后，王

笑冰安全优质完成了100余次高铁列控
系统改造、海口南站微机监测施工等中
修、大修、站场改造施工。

与此同时，他参与了多种教材编写，
被广州局集团公司聘为兼职教师，被广
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高速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客座专家。

“我经常在实训场见到凌晨 3 点的月
光。”王笑冰常常和学员们分享这段经
历，鼓励大家学业务没有捷径，只有勤奋
一途。经他培训学员2000余名，其中全
国技术能手1名、全路技术能手13名、高
级技师12名、技师33名。

（撰文/陈明君 孙磊 黄凯芝）

全国劳动模范、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综合维修段信号工王笑冰——

海岛上的信号专家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
主席习近平4日晚以视频方式出席第
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海外人士表示，习近平
主席深刻总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年来的经验启示，展现了中国坚定
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推动高水
平开放等方面的决心和担当，为共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世界共同利益
注入强大正能量，为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和增长有力提振信心。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莱娅·贝西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世界看到中国坚
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高水
平开放等方面的决心和举措。习近平
主席强调“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传
递了明确的信息，中国以实际行动落实
发展和开放承诺，在自身加快绿色转型
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
任毛里西奥·桑托罗对习近平主席强
调的“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
会变”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中国将开
放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更高水平的
开放意味着中国将为世界共同利益作

出更多贡献。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利

克·科尔容巴耶夫表示，今年是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20周年，中国已成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市场
也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市场。进博会
的举办是中国扩大开放的又一重要举
措和证明。进博会已成为国际采购、
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平
台，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
德希尔表示，习近平主席再次就维护
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共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提出强有力的中国主张，引起国际
社会广泛共鸣。中国克服新冠疫情影
响，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同时通过
共建“一带一路”等，使更多国家和人
民获得发展机遇和实惠。中国方案和
行动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
院次长李沅锡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开
放、加强国际贸易合作等的一贯立场，

传递了中国愿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的坚定决心，相信中国将继
续为境外企业提供发展机遇，营造稳
定优质的营商环境。

斯里兰卡国际商业理事会主席拘
萨罗·维克勒马纳亚克说，习近平主席
的讲话强调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
相信进博会能够让更多包括斯里兰卡
企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受益。

欧莱雅北亚区总裁兼中国首席执
行官费博瑞认为，当今世界已成为密不
可分的整体，开放包容、互惠互利、合作
共赢才是走向长期发展的康庄大道。
构建“双循环”格局、推动国际创新合作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机遇的证明。

欧洲最大软件公司思爱普全球执
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黄陈宏对
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将深度参与绿
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的论述
印象非常深刻，认为数字技术将在这
些领域发挥巨大作用，“我们对在中国
市场的发展机遇感到振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博戈米尔·科瓦奇说，中国正

成为多边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中国以实
际行动促进世界经济合作、促进商业开
放和投资开放，赢得了国际社会赞扬。

俄罗斯政府下属财经大学国际经
济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瓦列里·阿
布拉莫夫说，进博会的举办对全球经
济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是其他国家产
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扩大在华市场份
额的机会，中国市场对高科技产品的
需求也将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并为全
球经济创造新的前景。

新西兰商学院院长黄伟雄指出，新
冠疫情一波三折，全球经济复苏路途坎
坷，本届进博会如期举行，体现重信守
诺的中国担当。中国同世界共享市场
机遇，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弥足珍贵。
进博会吸引了包括新西兰企业在内的
各国企业踊跃参展，将有利于推动亚太
地区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

突尼斯政治分析家朱马·贾斯米说，
本届进博会的举办正值全球商业活动和
物流服务开始复苏之际，意义重大。进
博会将有力促进国家间贸易交流，为众
多国家提供重要而多样的机会。

希腊学者佩拉吉娅·卡帕西奥塔基
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展示中国担当，
并向世界发出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的重
要信息，为世界经济复苏提振了信心。

文莱资深媒体人贝仁龙对习近平
主席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世界
共同利益”印象非常深刻，认为中国主
张和行动提振了全球市场信心，并为
世界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推动形成互
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格局。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工商大学副教
授奥乌兹·德米尔说，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表明中国进一步加强多边合作、同
世界共享市场机遇的决心，对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宣
布的多项举措，将吸引更多外国企业
到中国投资。

赞比亚大学“一带一路”联合研究
中心主任桑德·恩加兰德说，习近平主
席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
场机遇，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展
现了中国的决心和担当。中国主张和
行动将进一步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
能，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吹送开放春风 分享发展机遇
——海外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