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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5日在上海开幕。一些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
开幕式上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中国举办第二届进博会，认
为此举彰显了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称赞中国扩大开放
为世界打开机遇之门，各方欢迎并将抓住这一机遇，加强
交往合作，共享更加光明的未来。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致辞中说，中国的开放对世界意义
重大，中国通过切实行动表明将继续实行开放政策。近年
来中国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降低关税。他
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堪称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重要转折点之
一。

马克龙认为，选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实现
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经济社会进步。中国
的成功归功于自身努力，也得益于全球化。中国既是全球
化的受益者，也是塑造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全球经济重点转移到亚洲，带动世界增长。他说，中国的
成功故事表明，中国需要对世界开放，世界也需要对中国
开放。开放也是欧洲的选择。各国高度赞赏、非常期待中
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致辞中表示，希腊作为主宾国
参加本届进博会，展现了希中关系的重要性。希腊与中国
相互尊重，都是文明古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
记。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正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米佐塔基斯说，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认为希腊不具有投

资价值时，中国企业仍大胆向希腊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比
雷埃夫斯港就是成功范例。希腊政府计划把比雷埃夫斯
港打造成为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港口。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在致辞中说，中国举办进博会，
体现了习近平主席的领导力和远见卓识。进博会展现了
中国开放包容的理念。推动更多进口，体现了中国致力
于加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和民众都
有机会从全球繁荣中受益。牙买加欢迎这个特别的机
遇。

霍尔尼斯表示，在当今世界，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地球村这个共同空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
自实现发展，国际社会应在商业领域推动技术创新与合
作。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在致辞中说，中国的快速发
展证明，在21世纪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增长和发
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还
为世界各国带来了一系列发展机遇。塞尔维亚将充分利
用这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互
补型合作。

布尔纳比奇说，第二届进博会召开之际正值世界经济
贸易面对历史的十字路口。进博会所代表的道路，指向和
平共处、国际合作、共同繁荣，以及加强国家间的经济依
存、文明对话和人文联系。面对共同挑战，封闭、疏远和沟
通阻塞不是解决办法，各国团结、整合资源，一起寻求对策
才是正解。

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致辞中说，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
讲中作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承诺，进博会是中国改
革开放成功例证之一，为国际贸易与相互交流创造了良好
机会。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其国家战略富有
包容性，强调可持续发展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意大利将
抓住进博会这一机遇，进一步巩固对华贸易，提升意大利
产品在中国受欢迎程度，开拓与中方企业在新兴领域合
作，促进贸易和服务产品交流。

迪马约表示，意大利愿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合作
以及两国在国际及欧盟层面的战略合作，进一步促进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促进世
贸组织改革，巩固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中心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在致辞中说，第二届进
博会显示出中国增加进口、为中国和世界企业和消费者创
造机遇的强烈意愿。这是非常积极的，中国强调进口的做
法尤其值得欢迎。

阿泽维多说，贸易对于互利合作至关重要。当今世
界，各国经济紧密互联、高度融合。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世
界市场不确定性。未来为应对贸易挑战，各国必须加强合
作，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更稳定、更可预测、更加融合的贸
易体系。各国还需共同加强世贸组织作用，推动世贸组织
改革。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打破投资不确定性和经济减速
之间的恶性循环，才能推动共赢。

（参与记者：彭天潇、张曼、马晓燕、乔继红、吴宝澍、齐
紫剑）

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盛赞

中国扩大开放为世界打开机遇之门

尊敬的马克龙总统，
尊敬的霍尔尼斯总理、米佐塔基斯总理、布尔纳比奇总理，
尊敬的各位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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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多彩的深秋时节，很高兴同大家相聚在黄浦江畔。
现在，我宣布，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来自世界各
地的新老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一年前，我们在这里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今天，更多朋友如约而至。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延
续“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我相信，各位朋友都能乘兴而
来、满意而归！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去年，我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5方

面举措，对上海提出了3点开放要求。一年来，这些开放措施
已经基本落实。其中，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已经
正式设立，我们还在其他省份新设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
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已经正式实施；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作为国家战略正式实施；外商投资法将
于明年1月1日起实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已经出台；扩大进口促进消费、进一步降低关税等取
得重大进展。去年，我在进博会期间举行的双边活动中同有
关国家达成98项合作事项，其中23项已经办结，47项取得积
极进展，28项正在加紧推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

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
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
的。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
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
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
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
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
小越好。

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几点倡议。
第一，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当今世界，全球价值

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
势所趋。距离近了，交往多了，难免会有磕磕碰碰。面对矛盾
和摩擦，协商合作才是正道。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
有破解不了的难题。我们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
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
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
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

第二，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创新发展是引领世界
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
作，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
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支持企业自主
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了更好运用知
识的创造以造福人类，我们应该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不
是搞知识封锁，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

第三，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我们应该谋求包容互
惠的发展前景，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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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力度，让发展成
果惠及更多国家和民众。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共产党刚刚举行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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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很多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

第一，继续扩大市场开放。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
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
量。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叫作“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在这里我要说，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
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
增长扩大空间。中国将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进一步降低关
税和制度性成本，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扩大
对各国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中国将推动进口和出口、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贸易和产业协
调发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
场深度融合。

第二，继续完善开放格局。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
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将继续鼓励
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打造开放新高地。中国将继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
将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国家战略，增强
开放联动效应。

第三，继续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
土壤。今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表《2020营商环境报告》，
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由46位上升到31位，提升15位。上个月，
中国公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今后，中国将继续针对制
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
伐，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将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负面清单，完善投
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度。中国将营造尊重知识价值
的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相关执法，增
强知识产权民事和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第四，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中国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
和多边主义的支持者。中国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
革，让世界贸易组织在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今天下午，中方将
主办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我们期待各方坦诚交换意见，
共同采取行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正能量。我高兴地
得知，昨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个成员国已经整体
上结束谈判，希望协定能够早日签署生效。中国愿同更多国
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由
贸易协定、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中国将积
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
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第五，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目前，中国已经同137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 19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
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面向未来，中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着力培育和壮大新动能，不断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增
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更多机
遇。

我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也必然更加
光明。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
伟大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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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希望大家共同

努力，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

谢谢大家。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9年11月5日，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在多彩的
深秋时节，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在上海开幕。四海宾朋再次相聚
黄浦江畔，共赴“东方之约”，大家乘
兴而来，必将满意而归！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
协和万邦。”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
发表主旨演讲，深刻阐明经济全球化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明确提出共
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
阻力搞得越小越好的3点倡议，郑重
宣布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5个方面举措，以高瞻远瞩的中
国智慧、求真务实的中国方案，向世
界宣示中国坚持扩大开放、为世界经
济增长带来新的更多机遇的信心和
决心，彰显了中国为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
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
进口，是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动
作为。在首届基础上，本届进口博览
会有了新的提升，共有 155 个国家和
地区、26 个国际组织参加，展出面积
达到36万平方米，64个国家参加国家
展，3893家企业参加企业展。进博会
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了世界各国和
企业广泛参与，成为全球贸易发展史
上的一大创举，成为新时代国际合作
的又一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在演
讲中回顾了首届进口博览会以来中
国各项开放举措的落实情况，就是要
表明中国重诺守信、说话算数，中国
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
大势，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
力。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
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之际，习近平主席
登高望远指明“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
流”，指出“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
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世界经济发展
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
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
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
益之上。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倡议，

“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共建开
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共享
的世界经济”，就是希望各国以更加
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
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
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
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大、阻力搞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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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历
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习近
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
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这5个方面的重要举措，正是为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
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
景一定会更加光明，也必然更加光明；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
国策，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正张开双
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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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共同扬起合作之帆，乘着时代发展的东风，携手同心、
同舟共济，一定能推动世界经济之船扬帆远航，驶向生机盎然的春天。

（人民日报11月6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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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5日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

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做出有力论断，提出
共建世界经济的重要倡议，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决心，在与会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共鸣，得到高度认同和
赞誉。

共襄贸易盛举，共享美好未来——深秋的上海，美丽
的“四叶草”，搭起了互利共赢、命运与共之桥，又一次见证
中国与世界的融通交汇、浩荡前行。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一句妙语，引来现场嘉宾的

会心笑声和热烈掌声，也传递出与会各方对中国扩大开放
的广泛认同。

“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
济”“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
大倡议，指引世界经济走出逆全球化的“阴霾”，穿越不确
定性的“迷雾”。

法国核电巨头法马通集团首席执行官丰塔纳说：“作
为法中能源合作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希望把双方在民
用核能的成功合作延伸到其他领域，期待在核医学领域进
行更广泛、深入的合作。”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
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在去年交出一份丰硕“进博答卷”基础上，习近平
主席今年又提出中国扩大开放的5方面新举措，强调“中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3大倡议、5方面举措，构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
放的大框架，也将加快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
局。

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

仅需要一次心跳的时间，就能掌握患者全部心血管数
据。进博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展出了采用最前沿
人工智能技术的CT系统。

这也是GE参加此次进博会“一个首发，三个首展”中
的一部分。包括GE在内，今年美国企业参展数量达192
家，较去年增长18%，参展面积位居各参展国之首。

全球客商缘何齐聚中国首创的进博会？
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透露出的“计利天下”的东方智

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开放合作，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得更大。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

解决”“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
墙’”……

“我们与中国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是开放，而不是筑
墙。”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表示，塞方愿同中方一道加
强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这必将给更多国家
带来机遇。

——开放创新，把做蛋糕的手艺练得更精。
创新发展是引领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不仅是创新的好地方，也可以作为出口基地。”

已经进入中国市场30年的法国泰雷兹集团，今年是首次
参加进博会。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苏睿思说，中国航空市
场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未来，希望泰雷兹带来的数字化和创
新解决方案，不仅造福中国也能惠及全球市场。

——开放共享，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分得更加公平。
5日下午，苏宁与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签署深化合

作协议，让意大利中小品牌通过苏宁渠道进入中国。
“‘买全球，惠全球’，我们要让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参

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去，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苏宁控

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
利己达人，货通天下。开放融通的中国正向世界敞开

胸怀，欢迎全球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以贸易
公平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习近平主席鲜明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
光明，也必然更加光明”。

信心源自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手笔——
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放宽外资市场准

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一系列举措彰显中国在
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中搏击风浪、强筋壮骨的勇气和决心。

ABB集团亚洲、中东及非洲区总裁顾纯元表示，中国
全方位扩大开放，积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极大机遇，坚定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信心源自中国大市场带来的大机遇——
“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

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习近平主席的
话，道出中国大市场的勃勃生机。

漫步进博展馆，德国的高效壁挂炉、赞比亚的野生蜂
蜜、塞尔维亚的乳制品等全球优质商品，正加快走入中国
消费者视野。

中国市场吸引力十足。第三届进博会从今年8月1日
起开始报名，目前签约和报名的企业已经有115家。

信心源自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
“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培育和壮大新动能”“增强国

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主席再次强
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在进博会装备展区，德国企业克鲁斯生产的焊接机器
人手臂左右翻飞。这家恰好成立百年的企业是焊接机器
人领域的“隐形冠军”，也是今年进博会的“新面孔”。克鲁
斯每年按照客户定制需求生产约300台机器人，其中一半
销往中国。

“此前我们只参加各类专业展，进博会是我们参加的
第一个综合展。”克鲁斯中国副总经理李晓鹏说，这两年公
司在华销售额呈现50%左右的“阶梯式”增长，未来将加大
产能，更好搭乘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快车。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记者季明、韩洁、何欣荣、陈炜伟、侯雪静、周蕊、张千千）

（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共襄盛举 共享未来
——与会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