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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共享未来

2018年 11月5日—10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主题口号

中国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

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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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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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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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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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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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差别化

探索，加大压力测试，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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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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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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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一展汇世界 一展惠全球

上海，这个背靠长江、面向大洋的东方明珠，标
注了全球经济开放融通的崭新起点。

11月 5日，虹桥商务区，俯瞰宛如一枚“四叶
草”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
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揭
开面纱。

9时 30分许，迎宾大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迎接外方领导人，同他们一一握手并集体合影。

来宾中，既有多次访华的捷克总统泽曼、肯
尼亚总统肯雅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越南
总理阮春福，也有今年履职的巴基斯坦总理，还有
与中国刚刚建交的美洲国家多米尼加、萨尔瓦多
的总统……

9时45分许，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一同步入方
形的会议大厅，灯光闪动，快门频响。蓝色背景板
上有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中英文字
样，黄浦江两岸的新老建筑群相得益彰……

全场1500余名与会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一年半前，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向世界发出
邀请。

一年半后，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 织 如 约 而 来 。
3600 多 家 企 业 参
展，超过 40 万名境

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
9时55分许，习近平主席走上演讲台。

“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
了！”习近平的主旨演讲开门见山。

这是“扩开放”的创举——
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的博览会，是国际

贸易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
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把
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标志性工程。

“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
效，越办越好。”习近平说。

“我衷心希望，参会参展的各国朋友都能广结良
缘、满载而归！”习近平的诚挚祝福，引来满堂掌声。

这是“有担当”的宣示——
当今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抬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风险挑战
加剧。

习近平用 3个“脚步不会停滞”宣示对促进世
界开放融通的决心，宣布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5
项举措。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习近平在演讲中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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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创未来”的桥梁——
“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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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胸怀
世界，展望未来。

“中国特别擅长搭建桥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拉加德致辞时说，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
国架起通向世界之桥；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搭建起通
向繁荣之桥，这次进博会就标志着这种转型；中国还
以国际合作架起通向未来之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三
大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致辞，都赞赏中国主动
扩大开放和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新举措增强了
国际社会信心，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会场外，会展中心二楼新闻中心。聚集在此
的数百名中外记者，看着电视大屏幕上的直播，或
按动快门，或连线直播，第一时间将习主席关于共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张、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
措传向全球……

11时50分许，开幕式结束。
“进入中国30多年，我们从中国不断深化的改

革开放中受益，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和创新研发的
投入，推出更多创新产品，深耕中国市场。”走出会场
的美国强生公司中国区主席孟启明说。

黄浦江奔涌不息，流进东海，汇入太平洋。以
上海为新起点，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航船，从这
里驶向更宽阔的远方……

（据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本报记者 赵振杰

11 月 5日开幕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处处闪耀着科技范儿。从进门
处的无接触安检，到展厅内琳琅满目的
高科技展品，进博会展馆无时无处不在
告诉我们，想象中的未来，已近在咫尺。

在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松下展区的
透明电视（右图）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大家纷纷驻足拍照。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款产品是首次对外亮相，目前尚未正式投产。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电视不打开时就是一块透明
玻璃，可作为陈列设施，打开则是电视机。“和周围环
境融为一体，是未来家电的趋势。”展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不少企业通过场景再现展示
自己强大的科技实力。一家日本企业的展厅，还原了一个
汽车车身焊装线，车身两边各站了 4个机器人，同时挥舞
手臂，同时做一个动作，场面很是壮观。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大型汽车企业的电焊工作线、涂装线、总装线，均
用机器人代替了人工，效率大大提高，一分钟之内可以造
出一辆完整的汽车。

遭遇堵车时，你是否特别渴望自己的汽车能飞起来？这
已经不是梦。在进博会上，飞行汽车正式亮相，成为汽车展
厅的最大亮点。这辆产自斯洛伐克的Aeromobil，仅有一排
座椅，尾部有机翼伸出。小
巧的黄色车身，伸着两个
长长的翅膀，静静地停放
在偌大的展厅内，周围拍

照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介绍，这款车车身采用碳纤维

材质，从汽车状态切换到飞行模式不超过
3 分钟。在汽车模式下，最高速度为
160km/h，飞行模式下为360km/h。这
款飞行汽车具备汽车和飞机的所有必
备功能，是汽车和航空产业数十位经验
丰富的工程师多年开发所成，前所未有
地将航空与汽车世界联系在一起。

在本次进博会上，一双价值3000万元的
钻石珠宝鞋开启全球首秀。据介绍，这双鞋由4

颗1克拉主钻石，1万多颗共计300克拉的粉红钻
石雕琢而成，由国际著名鞋履大师周仰杰与其义子洪

大钧用时两年多手工制成，灵感源于已故的英国戴安娜王妃。
越是出色的舞台，丹麦的“乐高秀”就越是卖力。以进

博会吉祥物“进宝”为原型，乐高集团设计了一面超过7平
方米的颗粒版“进宝”墙。据了解，这面墙共用了11.2万块
乐高颗粒积木，8个人足足拼了4天完成。

让记者感到贴心又新奇的是，新闻中心内，机械臂咖啡
机、机器人“豹小秘”成为服务所有参加进博会中外媒体人
的高科技“玩意儿”。

两只机械臂配合默契，牛奶和咖啡混合时，左臂倒奶，
右臂拿着杯子轻轻晃动，以保证充分融合，实现最好的口
感。混合完成后，机械臂把咖啡杯推至出口，一杯香浓的
咖啡就做成了。

穿梭在二楼新闻中心各处的机器人“豹小秘”更是火
爆，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能帮人指路，还能回答很多常见
问题。③8

记者探会

●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南非等
12个主宾国设立独具特色的展馆

三大支柱内容

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

82个国家 3个国际组织

设立71个展台

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

企业商业展

来自130多个国家的

36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设立7个展区

展览面积约27万平方米

虹桥国际经贸论坛

●来自全球 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2000多名政府官员、国际组织
负责人、知名企业家及专家学者与会

汽车2

国家展5.2

1

服务贸易

食品及农产品
7.2 8.2

医疗器械
及医药保健

7.1

消费电子及家电

5.1

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
5.1 6.1

智能及高端设备3 4.1

展馆布局

❶河南省交易团采购需求发布暨现场签约会

❷河南网上丝绸之路对接采购暨现场签约会

我省成立了由18个省辖市和省政府国资委组成的

19个交易分团

进博会与河南

共有

8953人报名参会

▶▶进博会将在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外贸均衡发展方面对我省产生深远影响

◎我省将积极对接并努力引进生产经营需要的原材料、先进技术、重大装备、关键零部件等，做好消化吸收

和再创新

◎同时，根据市场需求，扩大优质、特色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推动河南由

消费大省向消费强省迈进 ②39

将举办两场专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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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

逾5000件
展品在中国首秀

交易

全国近40个交易团整装待发
精准采购助力高质量发展

科技

100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
勾勒未来生活图景

保障

20多项便利化措施
为企业扩大进口“清障减负”

功能
线上线下互动

30个展示交易平台供你我“买买买”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发

明星产品“会飞的汽车”首次在亚洲展出。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带你“现场”逛进博会

扫码体验进博会上的“黑科技”

11月1日拍摄的上海陆家嘴夜景。 新华社发

11月 5日，一名参观者（左）在诺基亚展台体验一款
基于5G通信技术的AR安防系统终端设备。 新华社发 本版制图/党瑶 插图/王伟宾

◀◀漂洋过海，为美好生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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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飞的汽车、透明电视机和机械臂咖啡机……

看一看“未来生活”啥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