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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于今天以预录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0 日

宣布： 应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邀

请 ，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1

月 12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 并于 11 日以预录视频方

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

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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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11月4日晚，习近平

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

界》的主旨演讲，郑重宣

示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

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

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

遇、 坚定不移推动高水

平开放、 坚定不移维护

世界共同利益， 为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 共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

大正能量。

在党中央、 国务院

坚强领导下， 在进博会

组委会有力指挥下 ，在

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下 ，

本届进博会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的影响 ，在

上海如期、安全、精彩举

办，参展主体、展出规模

以及办展专业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 采购交易精

准对接， 服务保障优质

高效， 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20周年高层论

坛 、“对外开放里程碑

合作共赢新篇章———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

周年专题展”以及“中国

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和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与区域协同发展 ”等

分论坛成功举办， 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成为时代

性、多元性、前沿性的国

际一流对话平台， 得到

国内外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

在本届进博会举办过程中， 全市人民以主

人翁的姿态，全力支持 、积极配合各项工作开

展 ；广大工作人员甘于奉献 、连续奋战 ，高水

平、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市上

下齐心协力 、全力以赴 ，共同确保了进博会期

间重大活动顺利进行、 疫情防控精准严密、场

馆运行安全有序 、市容环境整洁美丽 、城市服

务热情周到，再次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现了上

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展示了上海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质，使上

海这座城市更富感召力 、更有亲和力 、更具全

球吸引力 。在此 ，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开放是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面向未来，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旨演讲

精神， 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 持续推动进博会

“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充分放大进

博会溢出带动效应，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奋力创造出令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11日

第四届进博会意向成交达707.2亿美元
第五届进博会企业预定展览面积已超15万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中国开放，一诺千

金。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圆满落

幕，6天会期的成绩单火热出炉：本届进博会按

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707.2亿美元， 许多参展

商表示收获满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届进

博会办成了一届成功、精彩、富有成效的国际

经贸盛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

海介绍， 本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共有来自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多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

达36.6万平方米 ，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进博会

共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422项。

从参与度来看，本届进博会“朋友圈”进一

步扩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企业均踊跃参展。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

业数量达281家， 其中近40家为首次亮相的新

朋友，120多家是连续四届参展的老朋友。

目前， 第五届进博会招展工作已经启动。

据孙成海介绍，截至目前，下届进博会企业预

定展览面积已超过15万平方米，招展进度快于

去年同期。

右图：4年来， 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挑战，

进博会总是如约而至， 而且朋友越交越多、辐

射面越扩越广、交流越来越深。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李洁

相约进博，中国在扩大开放中与世界同频共振
邹磊

在疫情持续蔓延 、 世界经济雪上加

霜、 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下， 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目前全球为数极少

在线下按时、 安全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再次发出了中国坚

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时代强音， 展现

了中国在开放中更好发展自己、 造福世界

的诚意与决心， 为抵御世界经济寒冬提供

了光明与温暖。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 “入

世 ” 20 年来 ， 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 ，

关税总水平由 15.3%降至 7.4%， 中央政府

清理法律法规 2300 多件， 地方政府清理

19 万多件 ， 形成了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 中国持续降低外商

投资准入门槛， 不断释放进口潜力， 积极

参与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 推动高质量共

建 “一带一路”， 在开放中构建 “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面对疫情， 中国

没有关上开放大门， 成为 2020 年全球唯

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是

世界经济无可争议的稳定器。 新形势下，

中国需要更有效地配置和运筹全球资源来

加速国内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进程， 举办

进博会正是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一花独放不是春 ， 万紫千红春满

园”。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

国， 中国扩大开放也为各国带来了广泛的

机遇和红利 。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 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一直保持

在 30%以上， 并接连提供了 “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 进博会等国际公共产品。 这种

开放合作而不是保护主义、 做大蛋糕而不

是零和博弈的思路与行动既体现了中国担

当， 也标志着中国已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参与者 ” “融入者 ” 成长为 “建设者 ”

“引领者”。

未来， 中国将通过扩大开放持续向各

国分享发展红利， 以自身的确定性对冲世

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

界。 进博会之所以能够吸引各国客商纷至

沓来、 一来再来， 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它身

后是快速崛起 、 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 ，

而它的价值正是为各方在华展示新产品、

结识新伙伴 、 拓展新商机提供便捷通道

和平台。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今天， 中

国的对外开放已远超出商品、 要素流动的

范畴 ， 而是越来越多向规则 、 规制 、 管

理 、 标准等领域延伸 。 进博会展品通关

时间持续缩短 、 溢出效应持续放大 ， 背

后反映的正是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

最新成果。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开放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

因为进博，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
无论是入世20年，还是连续4年成功举办进博会，都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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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共中央将于明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共中央

将于11月12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人民网 、新

华网、 中国网等将对新闻发布会进行

直播。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确轨道
习近平和拜登分别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晚宴致贺信

新华社纽约11月9日电 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9日在纽约举行2021年度晚

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

登分别致贺信，由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雅

各布·卢分别宣读。 茛 下转第二版

努力建设新时代模范机关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市政协机关

工作推进会召开，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周渊） 昨天， 市政协召开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市政协机关工作推进会， 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和市委部署要求， 推动机关更好担起服务、 协调、 落实职

能， 为市政协发挥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支撑。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讲话。

茛 下转第七版

徐汇区天平路街道以“一梯一方案，一栋一啃硬”的韧劲，“产出”衡复风貌区首个加梯全覆盖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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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展示、洽谈、对接、投资……当越来越多的展品变商
品、看不见的展品落地，简单的买卖关系、合作关系，正转变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层经济互动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第四届进博会虽然已经落幕，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坚定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