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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尊敬的各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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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值此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之
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参
与本次大会的线上线下所有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世界
各地的新老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相互支
持、相互帮助，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疫情带来的全
球性挑战作出了艰苦努力。当前，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
面控制，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样一场重大国际经
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促进全球服
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
家级、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自2012年起，已
举办6届。本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全球服务，互惠

共享”为主题。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
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我们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加
强合作，为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贡献智慧和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
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
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远程医疗、
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广泛应用，对
促进各国经济稳定、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放眼
未来，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借此机会，我愿提出3点倡议。
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纵观人类社会发

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服务业因其独特的轻资

产、软要素等特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行业
发展生态，更加需要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
和“边境后”壁垒，推动跨境互联互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
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
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
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
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我们要顺应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
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服务
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
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数字经济、
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待、普惠共
享是根本之计。各国要加强服务贸易发展对接，创新合作方
式，深化合作领域，积极寻求发展利益最大公约数，不断做大

“蛋糕”。中国将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平台，推动开展政策和经验交流，建立和
培育政府间、国际组织、商协会及企业间多样化伙伴关系，支
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不断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使各
国人民共同享有服务贸易增长成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我们将

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大先行先试
力度，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
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

相聚，但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了我们携手共
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让我们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以
坚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共同迎接世界更
加美好的未来！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
（2020年9月4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日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
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多国人士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习近平主席在
讲话中激励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过程中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同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认
为，习近平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
重要讲话充满激情、掷地有声，既是对西
方政客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关系、
质疑中国治理体系的直接回击，也体现了
在困难面前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美国密歇根中国创新中心顾问汤姆·
沃特金斯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提醒我们
要牢记历史、坚守和平。我们不应忘记，前
人们遍洒鲜血、并肩作战，打败法西斯。当
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为了共同

目标而团结一致，我们将战无不胜。希望
中美两国携起手来，为推动国际社会合作
抗击疫情、发展经济贡献力量。

智利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罗萨莱
斯表示，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从危
机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今天的中
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正走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习近平主席
在讲话中激励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伟大
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塞内加尔经济学家、地缘战略关系
专家西尔·西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
中强调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
是和平的发展，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为目的。

斯里兰卡—中国佛教友好协会副
主席阿吉特·达马瓦德纳说，纪念二战胜
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珍惜和
维护和平。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
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非
常重要。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发展之路，通
过合作实现与各国的“双赢”“多赢”。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中研究
中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世界动荡
不安、一些势力试图篡改历史的背景
下，俄中两国共同纪念战争胜利，表明
双方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持相同或相近
立场，这对于防止战争和冲突，维护全
球稳定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智库席勒研究所联合国官方
代表理查德·布莱克说，各国携手抗击
法西斯的历史表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
和政治体制的国家，能够为了人类共同
利益而携手战斗。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宋立水说，
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在于提醒世人以
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中国人民
有真诚的愿望和坚定的意志继续维护
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维护世界和平。

英国福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李光喜、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
国宁、柬埔寨中国佛山总商会会长冯利发
等海外侨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
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
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就是要继承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力量，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多国人士热议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
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
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
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
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
回望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历史，深刻阐发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
强调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锲而
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
略性和指导性，将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继续
把无数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人民以铮
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
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雄壮史诗，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
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
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这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
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

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
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
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
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
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
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
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
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
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
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
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坚定了中国人民
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
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
新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
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
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
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
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

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清
醒认识到，前进道路上仍然会面临各种
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
棘坎坷，必须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
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
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
最后的胜利。更深深懂得，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
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
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任何人
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
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
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
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
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
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
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
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
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
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
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
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
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这“五个绝
不答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坚定而深
刻地表达了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
进！”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
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
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
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
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只要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
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奋
勇搏击、迎难而上，勇于斗争、敢于胜利，
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新的
更大奇迹。（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首都规
划建设委员会9月4日在京召开第40
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通报党中央、国务院《批
复》要求，研究审议《首都功能核心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
年—2022年）》，部署核心区控规实施
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首规委主
任丁薛祥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首规委主任蔡奇主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核心区控规时
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首都工
作的高度重视，饱含着对首都人民
的深厚感情，为我们规划建设好核
心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
分认识核心区控规的重大意义，从讲
政治的高度维护规划严肃性和权威
性，不折不扣落实中央批复要求，建设
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人居环
境一流的首善之区。

会议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
好核心区控规，扎实推进三年行动计
划，力争在中央政务功能布局优化、
城市环境提升、重点文物腾退等方面
抓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要
切实肩负起核心区控规实施的历史责
任，首规委发挥职能作用，北京市主
动担当，中央党政军机关带头遵守，
形成规划实施的合力。要健全完善首
规委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向党中央请
示报告制度。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丁薛祥讲话 蔡奇主持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4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听取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汇报时
和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
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郭声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训词精神，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强化
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切实履行好新时
代政法机关职责使命。

郭声琨要求，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作
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各单位党
组（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起
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四个融入”要求，
统筹本系统问题与本单位问题、老问题
与新问题、长期问题与当前问题，以高

度的政治性、自觉性、严肃性抓好整
改。要对照整改任务台账，逐一细化明
确整改措施和责任，动真碰硬、真改实
改，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

郭声琨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
以更高认识、更大力度、更严要求抓好政
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落实，提高
执法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法治环境。

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

郭声琨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强调

切实履行好新时代政法机关职责使命

金风送爽，华灯璀璨。4日晚，位
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会议中心，一场
全球服务贸易的盛会如约而至。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
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阻
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
了我们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
行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上的致辞，通过电视和网络信号，传遍
神州大地、播向五湖四海。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举办的首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重大国
际经贸活动，世界为之关注。

20时03分许，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方式在峰会上
致辞。

“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样一
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携
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促进全球服务
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
苏。”习近平主席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致辞后，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泰国总理巴育、韩国副总
理洪楠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
长基图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等多
位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先后发
表视频致辞。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聚首，这是一
场危中育机的盛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
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贸易和
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何在？
中国搭台，诚邀各国共奏合作共赢

的新乐章——
“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

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
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习近平主席道
出举办此次服贸会的重要意义。

四层大会堂内，各方嘉宾凝神
倾听。

此次服贸会，共有来自148个国家
和地区的1.8万家企业和机构、10万人
注册参展参会。在未来几天内，上百场
活动将密集举办。

“在服务业领域，中国不仅是需求
方，而且是助推器。”阿根廷总统费尔南
德斯在致辞中如是说。

中国倡议，各方共享服务贸易增长
红利——

“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
“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
“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
十多分钟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就

服务业开放合作提出3点倡议，提出支
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支持北京打
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
诸多主张和新举措。会场内，现场嘉宾
边听边记、频频点头表示认同。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说：“特斯
拉正加快在中国布局产业链，未来我们
将深耕中国市场，把中国作为发展的重
要战略基地。”

中国开放，昭示经济发展大势方
向——

从金融市场开放“蹄疾步稳”到下
调关税、积极扩大进口；从《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出台，到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
减；从“云上”的广交会，到线上线下结
合的服贸会，再到紧锣密鼓筹备中的进
博会……这些行动，折射出的是中国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明确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
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待、
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

“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
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
格局”；

“让我们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以坚
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
期，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
习近平主席的话铿锵有力、掷地

有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基

图伊有感而发：“此次服贸会的主题与
联合国贸发会议所追求的共同繁荣目
标不谋而合！”

会场内，智慧在激荡，共识在凝聚，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服贸会主题深
入人心。

会场外，相隔不到1公里的亚洲金
融大厦，中外记者聚集在大会新闻中
心，看着大屏幕上的直播，或按动快门，
或连线报道，第一时间将中国主张传向
全球……

21时许，峰会结束。
国家会议中心综合展区，开放求索

的“北京门”向世人敞开，从北京辐射全
国，中国联通世界，共同迎接更加美好
的明天。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