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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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上 海 11 月 5 日 电
（记者孙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夫人彭丽媛 5日邀请法国总统夫人
布丽吉特共同参观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

两国元首夫人抵达时，学生们
挥舞中法两国国旗列队热烈欢迎，
并向她们献花。彭丽媛和布丽吉特
首先听取校长关于学校办学、开展
国际交流情况介绍。来到法语课
堂，教师正在讲授中法饮食文化，两

国元首夫人饶有兴致地旁听并亲切
回答学生们提问。在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课堂，她们观看学生们学习
面塑、剪纸、绒绣等传统手工艺，并
欣然参与制作。学生们将自己的作
品赠送给两国元首夫人。在生物课
堂，彭丽媛和布丽吉特观摩学生们
制作叶脉画、拓印环保布袋。来到
校园，她们观看同学们发明的“智能
环保分类垃圾桶”演示。

学生们为两国元首夫人表演了

自编自导的中法歌舞、传统戏剧等
节目。彭丽媛说，文化跨越时空、沟
通心灵，希望两国青少年能够把两
国文化融会贯通，把中法友谊发扬
光大。布丽吉特表示，同学们的才
艺以及对法国文化的喜爱和中国文
化的传承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要鼓
励法中两国青少年多交流、多交
朋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
校是“中法百校交流计划”成员。

彭丽媛同法国总统夫人布丽吉特共同参观
上 海 外 国 语 大 学 附 属 外 国 语 学 校

5日的上海，秋高气爽，碧空万里。
宛如一枚银色“四叶草”的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再次见证人类贸易
史上一场全球瞩目的盛会。

9 时 30 分许，迎宾大厅，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一一
握手并集体合影。

来宾中，有法国总统马克龙、牙买
加总理霍尔尼斯、希腊总理米佐塔基
斯、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

继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后，今年，这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盛会再次举办，规模更大，质量更高，
活动更加丰富。国家展有64个参展
国，范围遍及五大洲；企业展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3800多家企业……

万众瞩目，全球期待。当习近平
同外方领导人一同步入铺满红色地
毯的会议大厅，全场 1500余名与会
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再度相逢，这掌声饱含赞许和
期望——

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抬头，风险挑战加剧的
背景下，中国坚定举办进博会，为世
界经济注入活力。去年短短六天展
会，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

共襄盛举，这掌声蕴藏期冀和
梦想——

“会飞”的汽车、中国复兴号高
铁、最小的心脏起搏器、巨无霸德国

“金牛座”龙门铣……去年这些凝聚
当代智慧的展品惊艳着世界。

今年，来自全球的超级大脑和顶
尖制造纷纷亮相，更多新产品新技术
新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正式开幕！”随着习近平的宣布，现
场沸腾了！

“进博时间”再度开启！“东方之
约”如约而至！

来吧，和中国一起分享巨大的
时代红利——

近 14 亿人口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邀约
全世界。

“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
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习近平在
首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犹在耳边。

一年间，“进博红利”“进博效
应”不断扩大，今年又迎来不少新朋
老友。

7号展馆，塞尔维亚工商会组织了
十家企业共享一个展位，规划部负责
人弗拉迪米尔连呼“展位不够”，“去年
组织六家企业参展，今年报名更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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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话，引起现
场嘉宾会心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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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如是盛邀。

盛邀全世界与中国一同分享改
革开放的制度红利——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出台外
商投资法，进一步降低关税……一
年前，习近平在首届进博会作出的
承诺一一落地。

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速
度，更是全面扩大开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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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举措、新承诺，震撼着会场，
振奋着世界。

“如果强生要在未来100年继续
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我们在中国市
场的发展和成功至关重要。”强生中
国区主席宋为群聆听完讲话由衷感
叹，“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国政府加大
高水平、全方位开放的决心，备受鼓
舞，强生立志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会 场 内 ，相 机 闪 光 灯 不 时 闪
烁，各国与会嘉宾认真聆听，仔细
记录。现场不时响起一阵阵掌声。

新闻中心，各国记者正通过大
屏幕观看开幕式现场直播，有记者
现场连线，把中国将采取更大举措
推动开放、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
消息第一时间发送出去。

盛邀全世界与中国一同唱响创
新包容的大合唱——

本届进博会延续“新时代，共享
未来”的主题。同一个展馆，发达国
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展
品竞相亮相；同一个世界，以进博会
为契机，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未来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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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话
引起更多共鸣。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要建立惠
及所有人的开放的全球化，建设更
加平衡的贸易合作秩序。”

“我们的愿景是共同发展，只有
合作才有共同发展，感谢中国的合
作和开放精神。”塞尔维亚总理布尔
纳比奇说。

坦诚的交流、热烈的讲话，开
放、包容、合作、共享……这些与会
者发言的高频词，凝聚着共识，蓄积
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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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话引
来热烈掌声……

会场内，处处是融融暖意。
会场外，黄浦江奔流不息，汇入

广阔而包容的大海。
文/新 华 社 记 者 姜 微

王 敏 于文静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东 方 风 起 江 河 奔 腾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侧记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邀请法国总统夫人布丽吉特共同参观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领土，后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
义 者 通 过 一 系 列 不 平 等 条 约 强
占。中国人民一直强烈地期盼能
收回这两块国土。进入改革开放
历史新时期以后，完成祖国统一大
业更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中共中央和邓小平从维护国家和
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
现实，以伟大的远见卓识，提出了

“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一国
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

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方

针，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终于成功
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 年 12
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
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
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
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
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
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同样本着“一国两制”方针，1987

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签署
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 1999 年 12
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
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鲜艳的五星
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升起，历经百年沧桑的
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
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

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
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
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是继香港回
归后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
道路上树立的又一个历史丰碑。香港
和澳门回归祖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
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新华社电）

香 港 澳 门 回 归 祖 国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据上
海海关最新统计显示，在进口总体
下降的背景下，我国从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国进口实现了
逆势增长，前三季度累计实现进口
3.0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8%。

据介绍，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共有 64 个参展国家，其中俄罗
斯、法国等15个国家为主宾国。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我国与参展国有进口
记录的企业共9.4万家，增长6.3%。

网购保税新兴贸易方式进口高

速增长。前三季度，我国以一般贸
易方式从参展国进口 2.17 万亿元，
增长 8.7%，占同期我国从参展国进
口总值的 70%。其中，属于跨境电
商新业态的网购保税贸易方式项下
进口82.4亿元，增长40.3%。

前三季度，我国 31 个省份均有
从参展国进口的记录。其中，北京
从 参 展 国 进 口 6031.8 亿 元 ，增 长
12.8%，占 19.5%；广东和上海分别
进口 3981.4 亿元和 3732.9 亿元，分
别增长 3%和 1.2%，分别占 12.9%和

12.1%。
从进口商品看，前三季度，我国

从参展国进口原油 5961.5 亿元，增
长 13.8%，占 19.3%，为最大类进口
商品；集成电路和铁矿砂及其精矿
分别进口 1830亿元和 1696.1亿元，
分别增长 18.5%和 31.7%。同期，大
豆进口1416.8亿元，下降4.4%。

肉类、水海产品、化妆品等消费
品进口迅速增长。前三季度，我国
累计进口消费品 3205.2 亿元，增长
25.5%，占 10.4%，比重提升 1.4个百
分点。其中，肉类和水海产品分别
进口 423.8 亿元和 413.2 亿元，分别
增 长 58.9% 和 66% ；化 妆 品 进 口
211.2 亿元，增长 47.1%；服装进口
210.3亿元，增长10.8%。

前三季度我国从进博会参展国进口增长8.8%
网购保税贸易进口增长超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