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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晴到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 温度:最低14℃ 最高22? 东北风2-3级
明天 多云到晴 温度:最低14? 最高23? 东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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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进博会
将于11月5日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后

将同各国领导人巡视国家馆 还将会见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者

陈炜伟 于佳欣） 商务部 10月 29日举行中

外媒体吹风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

办公室主任、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介绍习近

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相关

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王炳南表示，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5 日

出席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

经济论坛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 并发表主旨演讲 。 开幕式

后， 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巡视国家馆 。 博览会期

间， 习近平主席将会见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习近平

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还将为各国领导人和嘉宾举行欢迎宴

会 。 截至目前 ， 来

自 1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政商学界人

士和国际组织代表

将应邀与会。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

本报讯 10 月 29 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正式发布了 《国

务院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9〕

99 号），批复明确国务院原则同意《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

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集中落实、系统集成重大

改革举措， 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核

心竞争力， 实现绿色经济、 高品质生

活、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走出一条跨

行政区域共建共享、 生态文明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径。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人民政府

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制定配套政策， 落实工作责任， 确保

《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涉

及的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程

序报批。

习近平函贺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前沿领域发展，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2019）10 月 29 日在上海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

动，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科学研究， 密切科研协

作，推动科技进步，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前沿领域发展，致

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 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

推动中外科学家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大动力。 希望与会代表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

同命运”这个主题，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

青年成长，为共同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 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前沿领域发展， 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 中国将以更
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 依托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平台， 推动中外科学家
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希望与会代表围绕 “科技， 为
了人类共同命运” 这个主题， 推动基础科学、 倡导国际合作、 扶持青年成长， 为共同
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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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一座城市前途和命运的影

响，从未像今天这么深刻。 以全球视野谋划

创新， 积极推动全方位的国际创新合作，为

全人类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上海正

在书写新的传奇。

昨天，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

海临港开幕。 包括 44 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

的 65 位不同领域世界顶级科学家汇聚滴水

湖畔，共赴科学之约，共话未来发展。

脑力激荡，智慧迸发，这场规模盛大的

科学盛会不仅是行走在科学研究最前沿的

巨擘之间的对话，“科学天团”的到来也将为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赋能、为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建言、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献策。论坛主会场所在地———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已成为全球顶尖科

学家神往的“打卡”新地标。尽管距离首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举办才一年时间，而临港

奔跑的速度则让今年的与会大咖们惊喜连

连：蓝天梦、数据港、中国芯、创新药……一

批战略新兴产业扎根临港新片区，正在新的

规划蓝图下续写明天的精彩。

“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可见一斑，更

多科技成果将在这里完成转化，前景值得期

待。”一位与会诺奖得主的感言，道出了大批

顶尖科学家看好临港、看好上海、看好中国

的原因。 亲身观感和所见所闻让他们确信：

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具想象的创新实践，

将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科学家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敢于行走无人区的“冒

险家”。而新兴的临港，必将成就更多优秀创

新人才的“冒险”梦想。

海纳百川的上海，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

之先。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

品格。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

动写照。 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要加快推进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就必须在

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上加快突破，努力成为全

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

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

当下，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大科学

跨界融合特征愈加突出。 只有以全球视野谋

划科技创新，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国

际合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方能进一步

释放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 本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以“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为主

题， 充分彰显出上海进一步融入全球科技创

新体系的胸怀与决心。世界级超豪华“科学天

团”阵容再聚临港，也将持续温润这片充满希

望的科创土壤，播撒下更多创新的种子。

上海最大的优势是开放，最大的动力是

改革， 最大的资源是人才。 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主体承载

区，依托此次高水平盛会，临港新片区将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集

聚，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吸引更多世界顶尖创新人才。

今天的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人才。 为此，上海正努

力建平台、搭舞台，积极打造更加开放的“世界会客厅”，让人们

在这座城市聆听最具前瞻性的声音，接触最优秀人才，捕捉最前

沿信息，分享最鲜活思想，激发最富创意灵感，由此产生更多奇

思妙想，助力这些宝贵的智慧星火，在临港、在上海、在中国形成

创新创业的燎原之势。

第二届进博会15个主宾国确定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5 个主宾国名单公

布。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办公

室主任 、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介绍 ，

15 个主宾国 （按英文字母排序） 分别

是： 柬埔寨、 捷克、 法国、 希腊、 印

度、 意大利、 牙买加、 约旦、 哈萨克

斯坦、 马来西亚、 秘鲁、 俄罗斯、 泰

国、 乌兹别克斯坦和赞比亚。

据悉， 首届进博会共有 12 个主宾

国， 从数量看 ， 本届主宾国增加了 3

个， 达到 15 个。 其中， 俄罗斯既是首

届进博会主宾国， 也是第二届进博会

主宾国， 而其余 14 个国家均是首次以

主宾国身份亮相进博会。 今年， 法国

很早就确认将作为主宾国参与第二届

进博会， 届时 16 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法国企业、 6 个大区以及部分公共机

构将入驻法国国家馆。

荩 相关报道刊第二、三版

上海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活跃增长极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 李强宣读贺信并讲话 开幕式前会见罗杰·科恩伯格一行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我们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本报讯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天上午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论坛致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读贺信并

讲话。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

杰·科恩伯格，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徐延豪分别致辞。

李强与罗杰·科恩伯格共同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上海中

心揭牌。

李强指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为我们全方位加强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上海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 坚定走科技创

新共赢、 多赢之路， 把开放的 “门” 打得更开、 把创新的

“火” 点得更旺、 把包容的生态建得更好， 让科技创新焕

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李强指出， 当前， 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

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落地落实，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这

既为上海更好面向全球、 服务全国搭建了重大平台， 也为

一切创新创业活动在上海蓬勃开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和空

间 ， 更呼唤着更高层次、 更大规模、 更具想象的创新实

践。 我们要不断强化原始创新，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聚焦

国家战略需求， 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

入， 聚焦生命健康、 资源环境、 物质科学等前沿领域超前

谋划、 前瞻布局。 茛 下转第五版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昨天上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开幕，主题为“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为我们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上海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 坚定走科
技创新共赢、 多赢之路， 把开放的 “门” 打得更开、 把创新的 “火 ” 点得更
旺、 把包容的生态建得更好， 让科技创新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让全球顶尖科学家“永驻”临港
“WLA科学社区”规划方案出炉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即将迎来一个

汇聚顶尖科学家、助力全球科技协作和创新创业的大平台。昨天在临港

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 世界顶尖科学家“WLA

科学社区”规划方案全新出炉，计划明年下半年开工建设。

据临港科技城公司董事长陈炯介绍，规划总面积 34 公顷的科学社

区位于临港科技城范围内，不仅包括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永久会址、

展示中心、产业融合基地、国际联合实验室基地， 茛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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