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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吴荟 通讯员 陈力冤 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11 月 5
日-10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办遥据悉袁海南交易团报名参会单位
403家袁总人数 1248人遥

5月 8日袁 海南省人民政府批
示同意了叶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海南交易团组团工作方案曳袁
成立由沈丹阳副省长为团长的海
南交易团袁交易团秘书处设在省商
务厅遥
据了解袁 海南交易团由政府团

和企业团组成袁 交易团报名参会单
位 403家袁总人数 1248 人袁其中政
府单位 27家袁238人曰 企事业单位
376家袁1010人遥参会单位和人数分
别比首届增长 96%和 1.2倍遥
政府团由省直部门尧 市县政府

和园区组成遥其中袁省直部门 18个袁
包括省政府办公厅尧省委宣传部尧省
委统战部尧省委网信办尧省发改委尧
省自规厅尧 省旅文厅尧 省生态环境
厅尧省农业农村厅尧省工信厅尧省商
务厅尧省科技厅尧省财政厅尧省卫健
委尧省交通厅尧省外事办尧省国资委尧

省市场监管局遥 市县政府和园区 5
个袁包括海口市尧三亚市尧洋浦经济
开发区尧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和海口综保区遥 此外袁 海口海
关尧省贸促会以及万宁市尧陵水县商
务部门报名参会遥 企业团主要由我
省企业和事业单位组成袁共 375家袁
包括外贸尧外资尧服贸尧电商尧批发零
售等企业以及省和市县部分医院机
构等遥
进博会期间我省交易团主要有

五场重要活动袁 分别为院11月 5日
上午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曰11月 5

日下午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分
论坛曰11月 6日上午巡馆洽谈暨国
际药械厂商合作采购签约曰11月 6
日上午由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举办
的中美省州合作论坛暨海南贸易投
资推介会曰11月 6日下午第二届中
国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遥
根据采购成交摸底袁 我省交易

团 23家企业拟在第二届进博会上
采购约 50亿元人民币的商品袁意向
成交企业数和成交金额较首届分别
增长 3.2 倍和 51%渊首届进博会成
交企业 7家袁金额 33亿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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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时 30分许袁习近平同外方
领导人一同步入会场遥

在热烈的掌声中袁习近平宣布袁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遥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遥

习近平指出袁一年前袁我们在这里
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遥
今天袁更多朋友如约而至遥 我相信袁各
位朋友都能乘兴而来尧满意而归遥去年
我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了中国扩大对
外开放的 5方面举措袁 对上海提出了
3点开放要求遥 一年来袁这些开放措施
已经基本落实遥

习近平强调袁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
潮流遥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袁尽管会
遇到很多险滩暗礁袁 但大江大河奔腾
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遥 世界
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袁 没有哪一个国
家能独自解决遥 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
先的理念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袁
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尧 把全球
共享的机制做实尧 把全球合作的方式
做活袁 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
大越好尧阻力搞得越小越好遥

习近平提出几点倡议院
第一袁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遥

面对矛盾和摩擦袁协商合作才是正道遥
只要平等相待尧互谅互让袁就没有破解
不了的难题遥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袁
坚持野拉手冶而不是野松手冶袁坚持野拆
墙冶而不是野筑墙冶袁坚决反对保护主
义尧单边主义遥

第二袁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遥
各国应该加强创新合作袁 推动科技同
经济深度融合袁加强创新成果共享袁支
持企业自主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袁 让创
新源泉充分涌流遥 应该共同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袁而不是搞知识封锁袁制造甚
至扩大科技鸿沟遥

第三袁共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遥
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袁 坚持多边贸易
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袁 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遥 加大对最不
发达国家支持力度袁 让发展成果惠及
更多国家和民众遥

习近平强调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袁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遥 我们
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尧 促发展尧 促创
新袁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遥

第一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遥中国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袁 市场规模
巨大尧潜力巨大袁前景不可限量遥 中国
市场这么大袁欢迎大家都来看看遥中国

将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袁更
加重视进口的作用袁 进一步降低关税
和制度性成本袁 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
进创新示范区袁 扩大对各国高质量产
品和服务的进口遥

第二袁继续完善开放格局遥中国将
继续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尧大
胆闯袁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袁
继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尧 长江经济
带发展尧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尧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袁 并将制定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国家战略袁
增强开放联动效应遥

第三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遥中国将
继续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袁
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
伐袁 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高水平开放尧 高质量发展提供制
度保障遥 不断完善市场化尧法治化尧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袁放宽外资市场准入袁
继续缩减负面清单袁 完善投资促进和
保护尧信息报告等制度袁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法律体系遥

第四袁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遥中国
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袁
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
性遥 希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能够早日签署生效遥 中国愿同更多国
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袁 加快中
欧投资协定尧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尧中
国原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遥
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尧二十国集团尧
亚太经合组织尧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袁
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遥

第五袁继续推进共建野一带一路冶遥
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袁 坚持
开放尧绿色尧廉洁理念袁努力实现高标
准尧惠民生尧可持续目标袁推动共建野一
带一路冶高质量发展遥

习近平指出袁面向未来袁中国将
坚持新发展理念袁继续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袁 着力培育和壮大新动能袁
不断推动转方式尧调结构尧增动力袁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袁为世界经济增长
带来新的更多机遇遥相信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袁也必然更加
光明遥
习近平最后强调袁 从历史的长镜

头来看袁 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
的伟大事业遥中国将张开双臂袁为各国
提供更多市场机遇尧投资机遇尧增长机
遇袁 实现共同发展遥 希望大家共同努
力袁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遥

习近平演讲过程中袁 全场多次响
起热烈掌声遥

随后袁法国总统马克龙尧希腊总
理米佐塔基斯尧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
斯尧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尧意大
利外长迪马约尧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
维多分别致辞遥他们高度评价中国举
办第二届进博会袁认为此举彰显了中
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袁体现了中国的
开放尧包容精神袁以及以实际行动推
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投资合作的
决心和诚意遥

马克龙表示袁中国改革开放 40多
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袁 堪称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袁 成为当代国际秩
序的重要转折点之一遥 中国的成功归
功于自身努力袁也得益于经济全球化遥
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袁 也是塑造
者遥古丝绸之路今天正在延续袁把欧洲
和中国更紧密联系起来遥 中国的成功
故事表明袁中国需要对世界开放袁世界
也需要对中国开放遥 开放也是欧洲的

选择遥各国高度赞赏尧非常期待中国进
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遥在全球化中袁各
国都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遥 诉诸单
边主义尧保护主义袁使用关税武器和丛
林法则袁 解决不了当前世界面临的问
题袁这不是法国的选择袁也不是欧洲的
选择遥贸易战没有赢家袁中国作为各国
重要贸易伙伴的利益以及多边主义尧
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应该得到维
护遥欧盟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袁愿同
中方本着相互尊重尧相互信任尧互利共
赢的精神袁 共同维护强有力的多边主
义袁 为构建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作出
贡献遥

与会外国领导人都表示袁 中国是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和国际贸易的
稳定因素遥 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有力
证明袁 在 21世纪国与国日益相互依
存尧命运与共的时代背景下袁唯有对外
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尧 积极合作而不
是以邻为壑袁 互利共赢而不是损人利
己袁 才能实现各自和全球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遥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袁将为
世界创造更多发展机遇遥 各方愿抓住
中国发展和开放的机遇袁 加强交往合
作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袁共同拥抱更加光
明的未来遥

开幕式前袁 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
集体合影袁 并亲切会见世界 500强企
业家代表尧出席野70年中国发展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冶 论坛外方智库媒体代
表尧 出席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外方
部长和代表团团长遥

丁薛祥尧李强尧杨洁篪尧胡春华尧黄
坤明尧王毅尧赵克志尧何立峰等参加上
述活动遥

胡春华主持开幕式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11月 5日至 10日举行遥 共有 181个
国家尧地区尧国际组织与会袁3800多家
企业参展遥

同日袁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举行袁
4000 多名来自全球政商学研各界嘉
宾出席遥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倡议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宣布中国采取新举措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继续完善开放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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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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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11月 5日袁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叶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曳的主旨演讲遥 渊新华社冤

海南交易团共 1248人参加第二届进博会

23家企业拟采购约 50亿元商品

新华社上海 11月 5日电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 5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叶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曳的主旨演讲袁
强调各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袁共建开放合作尧开
放创新尧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袁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袁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尧促发展尧促创新袁持续
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遥

扛起使命担当
省公安厅深入学习贯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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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柯育超 实习生 陈勇合 通讯员
陈炜森 杨笑冤 11月 5日上午袁省公安
厅召开党委渊扩大冤会议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遥
会议强调袁 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刻

认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给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袁 确保
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全面落实到具体
工作中曰要着力加强社会治理袁全力做
好防风险尧保安全尧护稳定各项工作曰
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袁 提高公安工作
现代化水平袁让群众更有获得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