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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顺应人民期待、推动人类进步是历史
赋予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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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呼吁各国超越差
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
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与担
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
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
提供了强劲动力，造福了世界各国人民，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
步的必然结果。这个大势不可逆转，不
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抬头，面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体制受到冲击，唯有顺应大势，共同应对
风险挑战，才是正确选择。中国是经济
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
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
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
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
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
务实行动充分证明，中国不仅发展了自
己，也造福了世界。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需要共同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变革
之时，只有开放才能使不同国家相互受
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才是各国应当
作出的明智选择。“相通则共进，相闭则
各退”，各国应该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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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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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中
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际行
动。中国将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中国
采取的一系列务实行动，正是为了推动
全球共同开放，以开放带来合作，以合作
促进发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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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
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
线”。同时，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也给不同
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击。面对这样的“发

展赤字”，需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
方向。只有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
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让经济全球化的正
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
程再平衡，才能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
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习近平
主席宣布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五个方面重
大举措，正是以实际行动推动更高水平开
放、支持经济全球化，欢迎各国把握新时
代中国发展机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便车”，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独木不成林，孤雁难成行。”牢固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相向
而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全球共同
开放，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民日报11月9日评论员文章 新
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杨艺）国家贸易
投资综合展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以下简称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该展馆共有82个国家、3个国际组
织设立71个展台，展览面积约3万平
方米。11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现场
打探发现，各国展馆风格各异，并充分
利用新科技手段和多元展现形式，向
观众推介其人文特色和优势产业。

在主题为“非凡创新在英国”的英
国馆，一大波“黑科技”吸引了不少观
众前去体验。在其馆内的墙上，一面
具备增强现实（AR）功能的“魔镜”极
具人气——只要站在魔镜前，选定想
要合影的虚拟人物，比如公主、外星
人、骑士等，就能定格精彩瞬间。此
外，英国馆还带来了智能机器人、裸眼
3D成像等互动装置，以及生物医药、
金融科技等高新技术应用，给观众带
来尖端科技的震撼体验。

在俄罗斯馆，最引人关注的展品
则是该国一家大型食品企业生产的

“网红”冰淇淋。据悉，几年前，俄罗斯
总统普京来中国参加G20峰会时作为
特殊礼物带来的一箱冰淇淋，正是产

自该公司。此外，俄罗斯馆还展示了
大量日用百货、医学制品、食品饮料、
医疗器械、化妆品、首饰、玩具等商品。

埃及馆的特色十分鲜明，突出了
埃及悠久的历史与文明——入口处打
造成金字塔形状，侧面以行驶在尼罗
河上的三桅帆做墙帷，图坦卡门法老
的模型也来到现场……以农产品、纺
织品等为主的展品，则呈现出埃及的
发展活力。

巴西馆则由一个个颜色大小各异
的“集装箱”组成，象征着从巴西将货
物越洋运输到中国。集装箱内装载着
足球、拖鞋等巴西特色产品；南非馆则
陈列着南非的矿产资源、葡萄酒及水
果等优势产品，工作人员不时为参观
者端上美味的葡萄酒；匈牙利馆的主
题是“欧洲的大门”，契合了匈牙利地
处东西方之间的地理优势，展示了其
在农产品加工、建筑与工程、机械与自
动化等领域的实力；越南馆则有着浓
郁的热带雨林风格，馆内展出其前5
大出口产品（腰果、黑胡椒、咖啡、大米
和水产品），以及果干、工艺品、越南传
统服饰……

重庆日报记者探营进博会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

一“展”逛遍世界

本报讯 （记者 杨艺）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
会）上，采购商最感兴趣的展区和展
品分别是什么？哪些国家的参展商
最多？11月 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官网获悉，进
博会上，采购商最感兴趣的三个展
区是智能及高端装备、消费电子及
家电、服务贸易；最感兴趣的前十类
展品是人工智能、智能家居、移动设
备、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生活科
技、智能家电、材料加工及成型装
备、节能环保装备、健康运动产品、
饮料及酒类。

数据显示，从各国参加首届进博
会的企业数量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
是日本、韩国和美国。其中日本企业
数量在食品、日用消费品、智能装备
展区最多，展览面积在智能装备、汽
车展区最大；韩国企业数量在日用消
费品、食品展区最多，展览面积在日
用消费品、食品、消费电子展区最大；
美国企业数量在智能装备、医疗展区
最多，展览面积在智能装备、消费电
子展区最大。此外，德国参展企业数

与美国不相上下，数量在智能装备展
区最多，展览面积在智能装备、汽车
展区最大。

参加首届进博会的世界500强
及龙头企业超过200家，其中70多家
为世界500强企业，来自16个国家和
地区，具体包括智能装备展区的美国
通用电气、日用消费品展区的法国欧
莱雅、消费电子展区的韩国三星、汽
车展区的日本丰田、食品展区的巴西
JBS、医疗展区的瑞士罗氏、服务贸易
展区的英国汇丰银行等。

参展企业中，既有早已深耕中国
市场的跨国企业，也有不少首次来到
中国市场的企业。这些首次来到中
国的企业里，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企
业，如法国科西嘉工商会组织了约
30家文化水平较高的小众层次的企
业参展，带来了啤酒、红葡萄酒等产
品；也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企业，如埃及的Delara for con-
serves and food 和 Hamwi
Co.Ltd 等；以及不发达国家的企
业，如布隆迪的ARFIC公司和马拉
维 的 Malawi Investment and
Trade Centre 等。这些企业的参
展商品不仅包括当地传统优势产业，
也有近年来各国、各地区取得新突破
的特色产品和优质服务，涵盖工业机
器人、数字化工厂、无人汽车、服装服
饰、日用消费品、食品农产品等多个
领域。

首届进博会全方位展现家用电
器、消费电子、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互
联网等多个领域全球前沿发展趋势和
创新产品。其中，亚洲首发的有医科
达全球首台高场强磁共振放疗系统、
金牛座龙门铣（TAURUS 30）等；中
国首发的有奥迪首款量产纯电动
SUV奥迪 e-tron、本田CLARITY、

AeroMobil第四代“会飞的汽车”、通
用汽车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合作研发的自动助力手套、
乐斯福集团带来的肠道菌群以及女性
健康产品、意大利莱奥纳多直升机
AW189机型等。

其中，在最受关注的智能及高端
装备展区，属于首发的展品超过10
台/套，包括斯达拉格集团展出的航
空发动机压气机整体叶盘制造的专
用机床，德国通快公司展示的智能工
厂解决方案“TruConnect”、用于工
业化生产的3D打印机，以及小到微
米级的加工技术——飞秒激光等，涉
及航空、医疗、汽车等领域。

据统计，11月6日—7日，首届进
博会共计到场参展商 777 家、客商
1826家，展客商通过分批、一对一等
多种形式开展交流，洽谈场次共计
2427场，达成意向840项。

进博会大数据盘点

▲世界各地的特色
商品集中展示。

◀各国客商云集。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
罗斌摄）

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万州地交〔2018〕19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万州区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决定拍卖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庆市万州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及要求：

备注：该宗土地地面建(构)筑物的价格核定为8409.15万元，由竞得人竞得该宗土地后自
行与万州区长滩镇人民政府结算，并依法完善后续相关规划、用地、建设等手续。

地块
编号

wz2018
-39-15

土地位置

长滩镇沙
滩村十一
组范围

土地
用途

娱乐康
体(B3)

土地面积
(m2)

77007

主要规划指标

地上计容建筑总规模：
≤77007.0m2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40%

建筑限高：≤20米

出让
年限

40年

起始价
(万元)

4512.8412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000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但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法律法规、

规章等另有规定以及该宗地拍卖出让

文件限制的除外。本次出让可以独立

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竞买申请程序

（一）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须于2018年11月28

日 14:00前汇入以下账户（以到账为

准）：

开户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开户行：重庆三峡银行天城支行

账号：0217016430000038

（二）递交书面竞买申请

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人，

须于2018年11月28日14:00至15:

00，向我中心提交书面竞买申请。申

请资料的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以竞买保证金足额到达我中心指

定账户且我中心收到齐备的竞买申请

文件查验审核通过为准，过时不再受

理。

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

电话或口头申请。

四、拍卖时间和地点：2018年 11

月28日15：00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五、若截止到2018年 11月28日

15：00，竞买人不足2人的，则该宗地

直接转入挂牌。挂牌时间自2018年

11月29日10时至2018年12月10日

15时（法定工作时间）。挂牌地点在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顺延至

2018年12月10日14时，提交申请时

间为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4 时至 15

时。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七、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可登录重庆市

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

http://www.wzqztb.cn) 查 阅 或 下

载。

八、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大

道709号闽天会展中心三楼

联系人：鲁老师

联 系 电 话 ：（023）58332117

58203136 (财务科)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1月8日

智能及高端装备 消费电子及家电 服务贸易

采购商最感兴趣的前十类展品

智能家电

材料加工及成型装备

节能环保装备

健康运动产品

饮料及酒类

人工智能

智能家居

移动设备

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

生活科技

参加首届进博会的世界500强及龙头企业超过200家，其中

70多家为世界500强企业，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

采购商最感兴趣的三个展区

制图/黄小川

进博会走笔

今天是进博会开展第4日，虽然上海气温下降不
少，但人们的观展热情依然不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不仅是一次国际贸易盛会，更是一次国际文化盛
会。异国风情、器物文明、多元文化，凸显的是各个国
家的软实力、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更是文化的力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润物无声的文化交流中，
进博会作为一个开放、创新、包容的国际盛会，吸引着
中外客商，展示了中国文化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将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
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
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预计未
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
元和10万亿美元。在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同时，
文化、教育、旅游、医疗等现代服务业高速增长，“诗
与远方”正展现出迷人的魅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
强劲动力。

首届进博会上，各国客商纷纷抓住机会，进军
庞大的中国文化消费市场。韩国、新加坡、香港成
为进博会文化板块的主力军，设置的展区都比较
大。韩国表达了要成为世界第5大文化强国的信
心，专门设立文化振兴机构推广本国动漫、影视、设
计等文化产业。新加坡则对其贸易、文化教育、科
技创新进行全面展示，新加坡莱佛士医院中国区总
经理徐豪得介绍，他们对中国文化医疗市场十分看
好，在重庆两江新区布局了第一家医院，这次在进
博会收获很大，全国许多省市邀请他们去当地投
资，市场呈井喷状态，让人惊喜不已。

在国家馆，各国的民族风情、多元文化成为吸引
中国消费者的一大看点。希腊以“5000年，50个世纪
的文明”为号召，格鲁吉亚以“品尝500多种葡萄，
1000年历史的葡萄酒”作推介，法国巴黎大区以全欧
洲位列第一的科创中心吸引眼球。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宛如一个巨大的文化舞台，82个国家、3600家企业
的展台争奇斗艳，展现了当代世界最先进的器物文
明、科技成果、文化魅力。5000多种新产品新业态首
次亮相，更是凸显各国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进博
会上，科技与文化融合、二三产业融合、线上线下融合
的趋势十分明显，大文化大产业格局已经形成。

在全球自由贸易遭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挑战
的关键时刻，中国进博会高水平地讲好中国故事、
提供中国方案，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彩篇
章。身处其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撼与感佩。和而不
同、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丰富性、文化的
多样性高度契合，让“近者悦、远者来”，显示出强大
的文化力量。

上海借助进博会深化新一轮改革开放，传递开
放、创新、包容的人文精神和城市品牌，受到全球投
资者的高度关注。去年以来，重庆高度重视人文精
神和城市品牌建设，行千里、致广大，把国家战略、
区域发展与文化治理结合起来，挖掘重庆文化内涵
和城市价值，取得长足进步。如何在国家倡导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的大合唱中，格物致知，亮
出重庆的城市特色和文化品牌，将是一个具有深远
意义的宏大命题。 （11月8日夜于上海）

文化的力量
杜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