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工作人员在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展台测试打乒乓
球的机器人。

� � � �上海洋山深水港。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何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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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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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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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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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会见三国总理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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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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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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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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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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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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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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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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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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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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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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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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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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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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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上海会见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双方同意将两国共同发展的友好伙伴关
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对霍尔尼斯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
正式访华表示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牙同属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各
自发展关键阶段，两国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希望双方
共同努力，推动新时期中牙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牙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
动合作增速提质，密切人文交流。中方支持中国企业赴牙买
加投资，欢迎更多牙买加特色优势产品进入中国。中方愿同
牙方一道，致力于推动中国同加勒比国家关系发展，并加强
在国际和多边领域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
制，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霍尔尼斯表示，非常荣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之际应邀访华并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您倡议举
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展示了远见卓识。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
放市场，将极大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牙方希望学习
借鉴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旅游、文体等领域合作交流。牙方坚
定支持多边主义，愿为促进加勒比地区国家同中国关系发挥
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上海会
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

习近平欢迎米佐塔基斯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习近平指出，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是中国坚定支持贸易自
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
进各国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我们乐见
希腊作为主宾国，利用进博会这一平台向中国消费者积极推介
本国优质特色产品。

习近平强调，中希关系传统友好，彼此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政治互信稳固，合作基础良好。中方愿同希方一道，保持高层
交往势头，深化友谊和互信，推动务实合作，特别是发挥好比雷
埃夫斯港项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共建“一带一路”，着力推动能
源、交通、通信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欢迎希腊加入中国-
中东欧合作机制，期待希腊发挥积极作用。

米佐塔基斯表示，非常高兴率希腊大型经贸代表团来华参
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互利合
作惠及人民，特别是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
路”的旗舰项目。希腊是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在涉及中国核心
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希腊人民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早日
访问希腊。希腊将继续向中国开放，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希腊将
同中方一道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参与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合作。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上海

会见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
习近平请布尔纳比奇转达对武契奇总统的亲切问候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说，武契奇总统决定派总理女士率团来
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充分体现了塞方对中塞
合作的重视。 中方愿同塞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
阶，打造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塞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坚定支持彼
此核心利益。要做好做实两国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大
项目，共同打造好斯梅代雷沃钢厂、匈塞铁路等标志性项目，继
续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良好合作。要加
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多边主义。中方
愿同包括塞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稳步发展。

布尔纳比奇表示，塞中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梅
代雷沃钢厂等大项目有力促进了塞尔维亚经济发展，使塞人民
越来越深切感受到塞中合作带来的福祉。塞方将继续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中国公司赴塞投资合作，愿为推动中东欧
国家与中国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举办进博会，对外发出了推
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实现互利共赢的强有力信号，塞方
将继续积极参加，同中方一道加强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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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 � � � 据新华社上海11月4
日电 11月4日晚， 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了出
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听取了林郑月娥关
于香港近期局势的汇报之
后，习近平表示，香港“修例
风波”已持续了5个月，你带
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努力
稳控局面、 改善社会气氛，
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中央
对你是高度信任的，对你和
管治团队的工作是充分肯
定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
任务。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
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
众的福祉， 要坚定不移。同
时，要做好与社会各界对话
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希望香
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
本法，齐心协力，共同维护
香港的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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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11月4日摄）。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进博会吉祥物熊猫“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