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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龙头，东海之滨，盛会将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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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
博会开幕式上郑重承诺。

一年后，“进博时刻”如约而至，中
国向世界敞开怀抱，世界目光聚焦中
国。

“买全球，惠全球。”未来6天，八方
宾朋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
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以携手
同行的姿态共创未来，挥写交融发展
的崭新篇章，让进博之光绽放出夺目
光彩。

勇立潮头，奋楫前行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内，第二次参加
进博会的瑞典医疗器械企业医科达布
展完毕。

十几公里外，位于上海中心地带的
上海伽玛医院里，首届进博会后引进的
医科达精准自适应伽玛刀处于满负荷
工作状态，已为2000多名患者提供治
疗服务。

跨过黄浦江，医科达区域总部去年
底在陆家嘴金融城成立，新产品在中国
的上市时间进一步缩短。

仅仅一年，从首秀亮相到落地生
根，这家跨国企业在中国实现了成功飞
跃。“我们在中国建立了欧洲之外最大
的放疗设备生产基地，在中国的研发力
量也将占全球相关研发力量的一半。”
医科达中国区副总裁刘建斌说。

进博会，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正以不一般的活
力、动力和张力，显现强大溢出效应。

一年间，以进博会为平台，中国坚
定不移持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10月24日，跨国车企特斯拉宣布，
地处上海临港的超级工厂进度提前，已
开始试生产。

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揭
牌到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从出台外商
投资法到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发布，从继续降低进口关税到放宽外资
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一年来，
首届进博会宣布的一系列扩大开放务

实举措接连落地，有效实施，不断深化。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评论说：“中

国大门进一步向全世界敞开的承诺并
非虚言，进博会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年间，以进博会为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届进博会上，金牛座龙门铣这一
先进装备受到中国企业家关注，很快就
被一家民营企业订购。第二届进博会
上，这家德国企业再次参展。

去年实现的578.3亿美元意向成交
额中，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成交额最
高，达164.6亿美元。

“进博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资
源优化配置，有利于中国企业从更多渠
道引进优质技术设备和服务，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步伐。”商
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董超说。

一年间，以进博会为引导，高品质
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首届进博会闭幕3个月后，宁夏平
罗县的超市里就出现了“进博同款”新
西兰纽仕兰4.0牛奶。

“以往新西兰企业多专注于中国一
二线城市，通过参加进博会，今后将拓
展更多城市和乡镇，发掘消费新需求。”
纽仕兰新云董事长盛文灏说。

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4亿人左右
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大、韧性强、
活力足，蕴藏着极具吸引力的巨大空
间。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认为，通过搭建国际化高品
质消费平台，进博会成为满足旺盛消费
需求的重要窗口，百姓享受到开放发展
成果，增强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乘势而上，再登高峰

比雷埃夫斯港，希腊最大港口。共

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企业参与港
口运营，使其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
箱码头之一。9月6日，来自意大利的
第二届进博会参展货物在此装船出海。

上海洋山港，中国最大集装箱深水
港。10月8日凌晨，这批参展货物随中
远海运银河号轮到达中国，其中包括用
于在展会现场制作面包的200公斤面
团，亚平宁半岛“黄金面包”将借此打入
中国市场。

从意大利到希腊再到中国，从会前
到会中再到会后，进博会如一条纽带，
将全球市场紧紧联结起来。

继续举办进博会，维护这个开放合
作的国际性平台，擦亮这个推动经济全
球化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是中国自己
的事，也关乎参展国家利益。

承载着各方热切期待，在中国政府
高度重视下，这场重要的国际盛会必将
办得隆重热烈、精彩纷呈。

这是中国定力的体现——坚持办好
进博会，中国坚定唱响高水平对外开放
好声音，为全球经贸合作带来正能量。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
授哈伊里·图尔克说：“在贸易保护主义
情绪上涨的今天，中国采取更开放的经
济措施促进跨境贸易，表明中国是全球
化和开放市场的捍卫者，是负责任的国
家。”

这是中国魄力的宣示——坚持办
好进博会，向世界敞开大门，为全球发
展作出新贡献，中国说到做到。

澳大利亚羊奶制品生产商贝尔悦
柔澳大利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珂丝
蒂表示，相信第二届进博会将提出中国
扩大开放一系列新的举措，这无疑是重
大利好，更有利于其加快深耕中国市
场。

这是中国魅力的彰显——坚持办
好进博会，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给世界
以更强的信心，给各国以更好的机遇，
给企业以更大的商机。

今年，美国参展企业数量达 192
家，参展面积位居各参展国首位。

“中国市场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海内外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商务部
部长助理、进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任鸿斌说。

第二届进博会规模更大，展览总面
积比去年增加6万平方米；质量更高，世
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数量超
过首届，“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将更多；
活动更丰富，各类配套活动超过 300
场，设立进博会发布平台。

众智谋事，众力举事。
意中基金会首席运营官马可·贝廷

认为，中国将进博会机制化并越办越
大、越办越好，必然在国际贸易发展进
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扬帆远航，奔向未来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这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6.2%！中国经济“三季报”展现出
稳健态势，主要宏观指标仍然保持在合

理区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在全球经济冷暖不一的情况下，中

国举办第二届进博会，对世界发展将产
生什么影响？对未来将带来哪些启示？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继续举办
进博会，对未来发展释放出积极信号。”

面向未来，各方要共同维护自由贸
易和多边贸易体制。

一个多月前，一辆2019新款依维
柯汽车抵达上海，成为第二届进博会的
首票通关展品。通过ATA单证册方式
报关，这辆车的通关手续仅用了短短几
分钟。

这是中国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
平的体现。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
出口总值达22.91万亿元，相当于每分
钟有5900万元商品出入国门。

“中国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自由贸
易，国际社会也应共同努力消除贸易紧
张局势。”巴西中国工商总会负责人加
佐拉表示。

面向未来，各方要共建创新包容的
开放型世界经济。

日本松下在进博会上洞见了巨大
的中国市场，下定决心第一次把经营决
策权从日本搬到海外。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总裁本
间哲朗说：“当地的事业在当地做，从开
发、生产到销售全部在中国决策。”

中国搭台，世界合唱。因进入中国
而打通全球，“进博效应”正有力促进世
界各国经贸交流合作。

德国西门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赫尔曼认为，以进博会为示范，全球化
时代需要更务实的沟通，更开放的心
态，更广阔的共赢格局。

面向未来，各方要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不懈奋进。

当孟加拉国贫困妇女手工编织的
黄麻工艺品出现在高端商场的橱窗里，
当赞比亚农民采集的野生蜂蜜进入一
家家大型超市，当卢旺达风味独特的辣
椒酱即将摆上中国餐桌，进博会共享经
济全球化红利的意义更加凸显。

“进博会提供的宽广舞台，帮助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
际产业分工，有利于减少全球发展不平
衡，使更多国家受益。”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教授王磊说。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浦江潮涌进博暖流。从中国创办

到世界共享，从一展汇世界到一展惠全
球，借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将
与各国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共同开创
更加美好的未来。

（记者姜微、赵超、何欣荣、姜琳、周
蕊、于文静）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来自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
展。参展国别和企业数量均超过首届。

与首届相比，本届进博会有哪些新
亮点？“新华视点”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亮点一】
展商：世界500强和行业

龙头企业超过250家

本届进博会参展企业达3000多
家，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
过250家。每家企业的平均展览面积
由首届的74平方米扩大至近90平方
米。

路威酩轩、资生堂、庞巴迪、礼来等
一批知名跨国企业，成为进博会上的

“新面孔”。在首届进博会期间达成
8.41亿美元合作意向的放疗设备企业
瓦里安，早在去年就报名参加第二届进
博会。“会上取得的成果鼓舞人心，我们
现在还准备报名参加第三届进博会。”
瓦里安医疗大中华区总裁张晓说。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
海说：“绝大多数参加了首届进博会的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都积极参
加第二届。其中半数以上企业参展面
积有所扩大。”

本届进博会美国企业表现踊跃，参
展数量达192家，较去年增长18%；参
展面积达4.75万平方米，与去年相比明
显增加，位居各参展国之首。“可以看

出，中国市场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海
内外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商务部部
长助理任鸿斌说。

【亮点二】
展品：越来越多的最新科技

和产品在此实现“全球首秀”

韩国起亚汽车将举行一款电动概
念车型的全球首发，法国奢侈品巨头路
威酩轩将举行旗下多款新品的“全球首
秀”……中国首创的进博会，正在为全
球企业打造最新科技和产品亮相的大
舞台。

与首届相比，第二届进博会的展览
规模更大。企业展设置科技生活、汽
车、装备、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质生
活、服务贸易、食品及农产品等7个展
区，展览面积由过去的27万平方米增
至33万平方米。

孙成海说，第二届进博会首发的新
产品、新技术预计将超过首届。比如在
科技生活展区，魔术吸油烟机、量产的
折叠屏手机等最新产品将让观众一饱
眼福。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的抗
癌产品、康复器械是突出亮点，其中包
括世界上最细的胰岛素注射针、手术机
器人、感光变色隐形眼镜等一批新技
术、新产品。

除了企业商业展，第二届进博会的
国家展也是精彩纷呈。64个参展国中，
24个国家为首次亮相。各国将充分运
用传统与高科技手段，着力展现本国的

货物服务贸易、投资旅游、人文科技，其
间还将举行有民族特色的演出。

进博会上的中国馆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主题，展览内容从大飞机、中
国天眼等创新成果，到步行街、智慧家
庭等日常生活展项。展览的互动体验
也非常丰富，比如模拟驾驶国产大飞机
飞上蓝天，操纵“深海勇士”号潜水器潜
入海底等。

【亮点三】
交易：“买手团”有望超50万人

首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额578.3亿美
元，从初步的摸底情况看，大部分交易
团的完成合同率超过90%。一大批境
外的优势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满足
了国内消费升级的需要。

有良好的履约情况在前，第二届进
博会的国内外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有望
超过50万人。不少采购商已经摩拳擦
掌，准备开展精准采购。

在进博会上出手的不仅是中国买
家，境外采购商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第二届进博会的境外专业观众报名注
册已超过7000人，充分显示了进博会

“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影响力。

【亮点四】
交流：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共商世界经济重大前沿热点

进博会不是一般性的会展，而是集

展览、交易、论坛、人文、外交等活动于
一体。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旨在为国际
政商学界搭建高端对话平台，共商世
界经济重大前沿热点问题。第二届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主题为“开放创新、合
作共赢”，由开幕式主论坛和五场分论
坛组成，五场分论坛议题分别为“开
放、规则和营商环境”“人工智能与创
新发展”“世贸组织改革和自由贸易
协定”“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创新
发展”“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

届时，预计将有4000多名来自各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和国际组织
代表与会，为世界经济重焕生机建言献
策。

【亮点五】
服务：49家平台对接进博会

在进博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所在的虹桥商务区，一座总建筑面
积达5.1万平方米的B型保税物流中心
已经落成。

B型保税物流中心是虹桥进口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海关监管的创新项目，虹桥进口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目前已汇聚全球60多个
国家和地区 500 多个品牌的进口新
品、名品；运用“前店后仓”的业务模
式，交易中心帮助世界各地的优质商
品以更快的速度、更优惠的价格进入
中国市场。

进博会前夕，上海再次授牌18家
企业成为进博会“6天+365天”交易服
务平台，使得交易服务平台的总量达到
49家。

（参与记者：龚雯、桑彤）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进博会今日开幕，五大新亮点先睹为快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何欣荣 周蕊 张千千

东方潮涌，共襄盛举。5日，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拉开帷
幕，来自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000多家企业将赴“进博之约”。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
博会上庄严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
开放。一年来，中国以一系列务实
举措兑现承诺，以进一步开放的积
极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赴东方盛会，展本国风物，已是
全球最具竞争潜力企业的明智选
择，也成为全球每年一度的新期
待。风云变幻之际，中国稳健前
行。中国方案搭建世界舞台，进博
会从全球首创到全球盛会，为不确
定性笼罩下的世界经济作出了确定
可期的中国贡献。

从全球首创到全球盛会，进博
会向世界启示：只有开放融通才能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
制。中国率先在开放中不断做大蛋
糕，全球营商环境排名逐年提升，设
立18个自贸试验区，未来进口商品
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当今世界经济高
度融合，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入发展，
没有哪个国家和企业会无视发展的
重大机遇。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只

有各国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开放才
能打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构建
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
系，推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携手抵
御前进中的风浪。

从全球首创到全球盛会，进博
会向世界启示：只有开放融通才能
创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只有在开放中创新才能加速要素整
合，突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

进博会成为各大企业和品牌的
产品首发地，越来越多企业借进博
会平台推陈出新；进博会成为不同
业态产品的联姻舞台，新的合作伙
伴和销售模式应运而生；进博会连
接全球企业，打通供需两端，为世界
注入创新活力。

从全球首创到全球盛会，进博
会向世界启示：只有开放融通才能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
断前进。进博会不是中国的独唱，
而是各国的大合唱。孟加拉国的黄
麻制品通过中国的进口博览会进入
日本的高岛屋售卖，帮助更多孟加
拉国乡村妇女改善生活，像这样的
故事，正从个别案例变成普遍现象。

利己达人，货通天下。开放市
场和共享未来的中国欢迎全球各国
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驶向
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光明未来。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从全球首创到全球盛会，
进 博 会 启 示 了 什 么 ？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何欣荣

进 博 之 光 辉 耀 世 界
——写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从空中俯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11月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25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
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12:00-2019年12月3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
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网址：http://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
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备注：序号GC19040采矿权出让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巫溪县春申大道158号，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023-57692117。
序号GC19041采矿权出让人：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开州大道中段189号，联系人：扈老师，联系电话：023-52299010。
序号GC19042采矿权出让人：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云阳县云江大道1299号，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023-55165112。

序号

GC19040

GC19041

GC19042

采矿权名称
（暂定名）

巫溪县尖山镇大包村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二号

重庆市开州区敦好镇喜
龙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云阳县红狮镇石宝村锁
口岩建筑石料用灰岩

地理位置

巫溪县尖山镇
大包村五社

开州区敦好镇
喜龙村

云阳县红狮镇
石宝村十组

矿种

建筑石料
用灰岩
建筑石料
用灰岩
建筑石料
用灰岩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详见《竞买
须知》

详见《竞买
须知》

详见《竞买
须知》

资源储量
（万吨）

239.8

245.9

1222.71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0.0418

0.0593

0.1802

开采
标高

+1120米至
+1035米
+600米至
+434米
+850米至
+58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20

21

51

出让年限
(年)

9.2

10

11

出让收益
起始价（万元）

439.41

457.34

2214.79

保证金金额
(万元)

118

122

473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16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12时——2019年11月12日12时。11月5日12时
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
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
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
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 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11月5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9016（总第109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936203

亩

1403.304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