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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
者王卓伦 郑明达）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
总统马克龙会谈。

习近平说，昨天，我和你在上
海共同出席了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我们在讲话中
一起向全世界发出坚定维护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的强烈信号。我们还就很
多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坦诚深
入、富有成效的交流，增进了相互
理解和信任。面对当今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法作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东西方文明
代表，理应加强战略沟通，担负更
多责任，展现大国担当。我愿同
你一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
向人民，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更上层楼，继续走在大国关
系前列。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法关系
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今年3月
我对法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以
来，我们达成的各项共识正在得
到积极落实。台山核电站1号和
2 号机组全部建成投入商运，为
全球第三代核电站建设提供了成
功范例。两国共同发布了第二批
中法工业合作示范项目清单。中
国政府刚刚成功在巴黎发行 40
亿欧元主权债券。中法还共同推

动中欧完成了地理标志协定谈判。中方愿同法方聚焦六
大目标，推动交流合作全面深入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
的成果。

一要维护和增进政治互信。要继续相互尊重，把尊
重彼此主权、领土完整、核心利益、重大关切的表态落实
到行动上。加强立法机关、政党、军队交流合作，支持和
鼓励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加强往来。加强网络安全和反恐
合作。

二要继续推进大项目合作。中方致力于同法方深化
核能全产业链合作，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同法方在中法
两国、第三方市场探讨开展新合作，加强核能基础和高新
技术联合研发。落实好航空、航天等领域达成的新合作。

三要扩大双向市场开放。中方愿同法方扩大双向贸
易和投资，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维护市场
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希望法方把不针对中国搞歧视性
政策的表态落到实处。中方愿根据市场需求，进口更多
优质安全的法国农食产品，开展农业全方位合作。加强
知识产权领域交流合作，支持尽快达成一份富有雄心、平
衡的中欧投资协定。

四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
战略对接。抓紧落实已确定的示范项目清单，同时积极
推动更多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

五要深化创新合作，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中
法科技合作向纵深发展，加强在环境包括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法国企业参与中法武汉生态示
范城建设。拓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
领域务实合作。

六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办好2021年中法文
化旅游年，加强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法方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
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合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协商一
致的方式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特别是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权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更多国家参
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全面深入落实《巴黎协定》。

马克龙表示，很高兴在法中建交55周年之际再次访
华，我同习近平主席频繁交往，深化了法中友谊和政治互
信，有力推动了务实合作。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深化
法中合作提出的看法。法中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持有
相同立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法中作为两个大国，负有特
别重要的责任，法国加强同中国的对话和合作，具有重要
示范作用。对双方之间的一些分歧，法方愿本着相互尊重
的精神妥善处理。法国企业热切期待抓住中国扩大对外
开放的契机，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农产品出口，
加强在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科技创
新、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在法国发行欧元债券，这对法
国具有重大意义。法方对中国企业赴法合作持开放态度，
不会针对中国企业关上市场大门。法方愿推动“一带一
路”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共建绿色“一带一
路”。法中要扩大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法中要共同
维护多边主义，在反恐、伊朗核等问题上加强战略沟通协
调，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早日取得进展。法中将共同发表

《法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两国可以在
这些重要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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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马克龙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记者郑明达 王卓
伦）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共同出席中法经济峰会闭幕式。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对法国、欧洲工
商界而言，中国发展是极好机遇。中国的大门始终对世界
打开，希望法国、欧洲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公平敞开。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愿
同法国和欧洲一道，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构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为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本着开放、廉洁、绿色

理念，积极对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努力实现高标
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们
要开拓创新，加强中法发展规划对接，营造双向开放、公
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培育合作亮点。
我们要履行大国担当，合作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维护多边
主义，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龙表示，法方高度赞赏中国对外开放，相信这将
为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提供重要机遇。法国企业要以奋
勇争先的精神继续开拓中国市场。法国和欧洲也要对中
国开放市场，欢迎中国企业投资，为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的
营商环境。法中、欧中要在应对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组织
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加强协调合作。

杨洁篪、胡春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
出席中法经济峰会闭幕式并致辞

11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中法经济峰会闭幕式。这是习近平
在中法经济峰会闭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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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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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行动纲领和政治
宣示。

全会《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写下了历史篇章，为占世界五分
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开辟国家治理新境界指明了方向，
也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肩负伟大使命 顺应时代要求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

完善好、发展好，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
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
长期性问题

当人民共和国走过70年壮阔征程，时代的脚步行进
至又一个意义非凡的节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一语道出历史的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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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这个
重大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

早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
就开始考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的主题。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头，习近平总书记
进行了深邃的战略思考：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
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

这一重要指引，为全会定下了守正创新的主基调，成
为贯穿全会《决定》的红线。

“我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议题思考了很久，也听取
了各方面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文件起草组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深刻阐述了全会议题的重大战略意义。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

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
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这一战略目标。那一年召开的党的十
四大，将之郑重写入大会报告，并明确提出了“到建党一
百周年的时候”的时间表。此后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
中央全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任务。 （下转第三版）

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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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记

11月5日晚，上海豫园，亭台水榭，古朴
清幽。

刚刚出席了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的习近平主席在这里会见来华与会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

“上海令我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
开放与未来。”马克龙总统说。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上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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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第二届进博会如约而至，习近平
主席再次来到黄浦江畔。

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会见有关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天时间，十余场正式
活动，习近平主席立足当前、擘画长远，以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恒心，宣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
放的决心，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信心，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劲动力。

“迎的是五洲客，计的是天下利”

上海外滩，风云际会。4 日晚，历经 90
载岁月沧桑的和平饭店再次见证一个历史性
时刻——

华灯初上，来华出席第二届进博会的外
国领导人先后抵达。

18时50分许，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来到嘉宾们中间，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
谈，随后并肩步入和平厅共赴欢迎宴会。

法国《爱的一生》、希腊《手风琴》、牙买加
《芒 果 季 节》、塞 尔 维 亚《牧 师 的 美 丽 女
儿》……饭店8楼和平厅内灯火通明，一首首
来自不同国家的经典乐曲精彩演绎，尽显东
道主安排的周到热忱。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体会
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
好。”面向各国宾朋，习近平主席发表致辞，表
达中方对各国嘉宾的诚挚欢迎，展现中国与世界携手同
行的满满诚意。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

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推动，习近平

主席对进博会倾注了大量心力。外媒评价，
习近平主席继首届进博会之后再次亲自出
席，足见重视。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对内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要求扎实推进各阶段筹备工作，确
保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展现中国继续扩大
开放的坚定决心。

一年来，出访海外、接待来访、出席国际
会议……习近平主席利用多个重要场合向世
界发出邀约，诚邀各方宾朋共襄盛举——

欧洲之行，意大利、法国分别确认作为主
宾国参加进博会；

接待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邀请哈
方作为主宾国参加进博会；

从亚信杜尚别峰会到上合组织比什凯克
峰会，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习近平主席
一次次向世界宣介进博会这一合作共享平台；

……
金秋，正是收获的季节。首届进博会期

间达成的 578.3 亿美元的意向成交额中，大
部分交易团完成合同率都超过 90％，参展
商、采购商和消费者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得益于进博会，赞比亚的蜂蜜出口到中
国，叙利亚商人为大马士革玫瑰产品找到“重
点市场”，西班牙食品企业生产的火腿“一售
而空”……世界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市场的蓬
勃与浩瀚。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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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

理念，迎的是五洲客，计的是天下利，顺应的
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进博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以真诚的话语，

深刻阐释中国举办进博会的要义所在，彰显
新时代中国的开放自信与气度担当，赢得各

国领导人广泛赞誉。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之势，中国主动向世界开

放市场，为世界合作共赢注入澎湃动力。这样的胸怀和担
当，点燃了全球共赴“东方之约”的热情。（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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