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领网信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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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全文见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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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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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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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发展单元，老挝和越南
两国总理操控复兴号高铁体验舱模拟驾驶
台，亲身感受以时速350公里飞驰的高铁带来
的视觉和听觉冲击。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连连赞叹“太快了”。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型

飞机引起各国领导人的浓厚兴趣。 在协调发
展单元， 刚刚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模型吸
引了大家的目光。习近平介绍说，大桥刚刚建
成，就经受住了强台风的考验。动态版绿水青
山图呈现出浙江省安吉县产业兴旺、 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发展现状。习近平
2005年就是在安吉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在开放发展单元，
各国领导人观看了展现中欧班列模拟动态运
行的电子沙盘。 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还共同
巡视中国馆内的台湾、澳门和香港展区。

各国领导人感谢中方作为东道主对各国
参展给予的大力支持，称赞中国的发展成就，
祝愿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

荩荩（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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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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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做好2019年度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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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前，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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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湘投资兴业 共享湖南发展机遇
许达哲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参观部分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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