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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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宣布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
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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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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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11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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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新华社上海 11 月 5 日电 （记者 姜微 白洁 刘红
霞）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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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初的上海，风清气爽，秋意渐浓。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开幕式主会场内，各国嘉宾齐聚一堂。上午 9 时
45 分许，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多米尼加总统梅迪
纳、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立陶宛总
统格里包斯凯特、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埃及总理马
德布利、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老
挝总理通伦、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巴基斯坦总理伊姆
兰·汗、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越南总理阮春福、英国
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
界银行行长金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等外方领
导人一同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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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应该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应该推动
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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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要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共享创新成果；应
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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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同发展。各国应该
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应
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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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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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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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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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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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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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
有改变。中国具有保持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诸多有利条
件。对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积极加以解

决。相信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大气力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中国人民就一
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中国就一定能迎来更
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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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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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前，习近平在迎宾大厅迎接外方领导人，同他们
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

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开幕式同时举行。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黄坤明、王毅、赵克志、何立

峰等参加有关活动。
胡春华主持开幕式。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举行。多

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政府代表以及
中外企业家代表等1500余人出席开幕式。

新 华 社 上 海 11 月 5 日 电 （记
者 李忠发 周蕊）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上海同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中午，习近平同外国领导人一同
步入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展厅。他们
边走边看，边看边谈，先后参观了匈
牙利、埃及、英国、捷克、肯尼亚、
萨尔瓦多、多米尼加、老挝、格鲁吉
亚、越南、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展
区，了解各国经贸发展成就和特色优
势产品。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通过视
频欣赏了匈牙利的美丽风光、领略了
埃及的悠久文明和现代发展规划，共
同体验了英国馆炫酷时尚的裸眼 3D

视频。在捷克馆，泽曼总统用捷克产
钢琴即兴演奏一曲，并邀请习近平品
尝捷克啤酒。肯尼亚的鲜花、萨尔瓦
多的咖啡、多米尼加的水果，琳琅满
目的各国特色产品吸引中外领导人频
频驻足。格鲁吉亚总理和越南总理亲
自向习近平推介本国农产品和旅游项
目。老挝馆的中老铁路项目沙盘和巴
基斯坦馆的中巴经济走廊展板分别展
现了中老、中巴共建“一带一路”、
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在俄罗斯
馆，习近平在梅德韦杰夫总理陪同下
听取中俄在核电、天然气、飞机制
造、地方交往等领域合作成就介绍，
共同展望中俄合作的广阔前景。

习近平饶有兴致地观看，并不时询
问。习近平表示，各国展品种类繁多，
各具特色。希望各方以参加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为契机，发现商机、加强合
作，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对华出口优
质产品，丰富中国市场，满足中国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实现互利共
赢。

随后，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来到中
国馆。中国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主线，展示了中
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体现共建“一带
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中外领导人一同观看展示中国发展新气
象的视频。（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出席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新华社上海 11 月 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5 日在上海会见参加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外国企业家代
表。

习近平对世界各国企业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表示欢迎。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

往与合作日益密切。我们正在与国际
社 会 一 道 ， 共 同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停步，中国
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我们已
经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开放举措，举
办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就 是 其 中 之
一。对中外合作深化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我们将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中解决，在开拓
前进中克服。中国将继续为外国企业
来华投资兴业提供良好的环境，欢迎
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实现
互利共赢。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
黄坤明、王毅、赵克志、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外国企业家代表

/ 聚焦首届进口博览会 /

“进博会为教育交流合作带来新机遇”
➡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