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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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习 近 平 会 见 捷 克 总 统 泽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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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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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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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黄坤明、王毅、赵克
志、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外国企业家代表

习近平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彭丽媛会见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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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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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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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捷克总统泽曼。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记
者龚雯 王鹤） 记者5日从正在举行
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获悉，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系统”
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
税系统”由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
网络运行中心开发，为中国和马来
西亚的外贸企业提供中国—东盟自
贸协定优惠关税的一站式查询及应

用解决方案，包括关税税率查询、原
产地规则查询、商品税则查询、检验
检疫要求及贸易监管单证查询等功
能，从而帮助企业合法合规地节约
关税成本，享受自贸协定的红利。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
税系统”是中国与马来西亚经贸合
作的重要务实成果，也是亚太示范
电子口岸网络（APMEN）首个在海
外落地的试点项目。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中国—东
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系统”将为中
国与马来西亚贸易增长做出积极贡
献。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和地区一
道，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
繁荣，将自由贸易的福利、将中国开
放的福利带给企业和人民。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
长达尔·雷京表示，“中国—东盟自贸
协定优惠关税系统”将帮助马来西亚
中小企业优化进出口贸易，促进中国
和马来西亚贸易关系更好地发展。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优惠关税系统”在马来西亚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