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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11月5日在上海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
讲，强调回顾历史，开放合
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
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
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
复苏的现实要求； 放眼未
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
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各
国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合
作，实现共同发展，开创人
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推
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
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
步不会停滞。

习近平指出， 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
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 是国际贸易发展
史上一大创举。 这体现了中
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
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
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 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
际行动。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
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 经济全球化是不
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面对世
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
国都应该拿出更大勇气，积
极推动开放合作， 实现共同
发展。

———各国应该坚持开放
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开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
来，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互
通有无的需要。 纵观国际经
贸发展史，深刻验证了“相通
则共进， 相闭则各退” 的规
律。 各国削减壁垒、 扩大开
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
如果以邻为壑、 孤立封闭，
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
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各
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
向， 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提升多边和
双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经
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各国应该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减少负
面外溢效应，合力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各国应该推动构
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
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
球经济进一步开放、 交流、
融合。

———各国应该坚持创新
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创
新是第一动力。 只有敢于创
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
经济发展瓶颈。 世界经济刚
刚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
回升态势尚不稳固， 迫切需
要各国共同推动科技创新、
培育新的增长点。 造福人类

是科技创新最强大的动力。
在休戚与共的地球村， 共享
创新成果， 是国际社会的一
致呼声和现实选择。 各国应
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带来的机遇， 加强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
等前沿领域合作， 共同打造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

———各国应该坚持包容
普惠，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各
国人民共同愿望。 人类社会
要持续进步， 各国就应该坚
持要开放不要封闭， 要合作
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
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
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包容
普惠、 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
宽的人间正道。 各国应该超
越差异和分歧， 发挥各自优
势，推动包容发展，携手应对
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
战，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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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各国人民共享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
成果。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年来， 中国人民自力更
生、发愤图强、砥砺前行，依
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书写
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
史诗。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
建设。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
国的鲜明标识。中国不断扩
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
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

习近平强调，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不是中国的独
唱， 而是各国的大合唱。希
望各位嘉宾深入探讨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新思路，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
贸易体制，共建创新包容的
开放型世界经济，向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懈
奋进，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

习近平演讲过程中，全
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开幕式上， 部分外国领
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分别
致辞。 他们盛赞中国改革开
放巨大成就， 认为中国经济
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他
们表示， 举办进口博览会彰
显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促进全球贸易的诚意， 将为
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
有利于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各方将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为契机， 扩大同中国的双
边贸易，促进经济全球化，同
中方一道致力于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

■据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进一步扩大开放举措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
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 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
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为进一步扩大开放，
中国将在以下几方面加大推进力度。

2700余家湘企赴沪
采购涉及六大领域

11月5日，全球首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在上海开
幕。

省商务厅介绍，此次“进博会”湖
南组织了2700余家单位、超5000人报
名注册，步步高、友阿、通程、高桥大市
场、 芙蓉兴盛等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均
报名参会采购。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介绍，今年8
月，湖南组建了交易团，在省商务厅设
立秘书处及相应工作组，并分设17个
交易分团，包括14个市州交易分团和
3个省级专业交易分团， 各交易分团
针对所辖行业及区域， 广泛开展采购
商邀请和参会组织工作，共计2700余
家企业拿到入场采购证。

此次我省企业采购的重点， 主要
涉及消费电子及家电、 服装服饰及日
用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智能及高端装备、服务等六
大领域。 如广汽菲亚特克莱斯特汽车
有限公司拟采购相关汽车配件， 步步
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拟采购食品
及农产品， 湖南友阿云商网络有限公
司拟采购医疗保健、母婴产品等。

■记者 刘永涛 杨田风

欢迎来湘投资兴业
共享湖南发展机遇
许达哲出席进博会开幕式
并参观部分展馆

本报11月5日讯 今天，省委副书
记、 省长许达哲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并参观了
江森自控、诺基亚、波音、库卡等全球
著名企业的展馆， 热忱希望双方加大
来往交流，欢迎来湘投资兴业，共享湖
南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许达哲说， 湖南正大力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快建设“五个强
省”，着力打造内陆创新高地、开放高
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有着无限商机。湖南创新活
跃、来势较好，形成了工程机械、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 航空航天装备、 新材
料、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
优势产业，具有优良的营商环境。去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39万亿元、 增长
8%，今年前三季度仍保持7.8%的平稳
增速。 希望加快与世界先进企业合作
步伐，加大对世界先进企业引进力度，
湖南将继续为企业来湘投资兴业提供
良好的环境，拓展更大的合作空间。

本届进口博览会以“新时代，共享
未来” 为主题， 于11月5日到10日举
行。共有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 展览总面
积达30万平方米，超过40万名境内外
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 湖南充分认识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大意义，博
览会期间将举办湖南—巴西对接活
动，湖南—英国、湖南—中东欧（含波
兰、罗马尼亚）对接会，省内的步步高、
友阿、通程、高桥大市场、芙蓉兴盛等
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均报名参会采购。

■记者 刘永涛 杨田风

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

中国一贯主张， 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共同捍
卫多边贸易体制。中国愿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
判，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将认
真实施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的“八
大行动”，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
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发挥更大作用。中国
将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

习近平宣布，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
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决定，增设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将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完善公开、
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 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对在中国境内注
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护外资企
业合法权益， 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
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提高知识产权审查
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中国将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
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
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进程。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

中国已经进一步精简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减少投资限制，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正稳
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
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
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

激发进口潜力

中国将促进居民收入增加、 消费能力增强，
培育中高端消费新增长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
力，扩大进口空间；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
便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快跨
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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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磅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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