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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奔腾势如虹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姜微 刘华 赵超 孙
奕 姚玉洁
11 月 5 日晚，上海豫园，亭台水榭，
古朴清幽。
刚刚出席了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的习近平主席在这里会见来
华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上海令我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中
国的开放与未来。”马克龙总统说。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
上郑重承诺——
“中国真诚向各国开放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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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第二届进博会如约而至，
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黄浦江畔。
举行欢迎宴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会见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天
时间，十余场正式活动，习近平主席立足
当前、擘画长远，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恒
心，宣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决心，
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信心，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劲动力。

“迎的是五洲客，计的
是天下利”
上海外滩，风云际会。4 日晚，历经
90 载岁月沧桑的和平饭店再次见证一个
历史性时刻——
华灯初上，来华出席第二届进博会
的外国领导人先后抵达。
18 时 50 分许，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
丽媛来到嘉宾们中间，同他们一一握手，
亲切交谈，随后并肩步入和平厅共赴欢
迎宴会。
法国《爱的一生》、希腊《手风琴》、牙
买加《芒果季节》、塞尔维亚《牧师的美丽
女儿》……饭店 8 楼和平厅内灯火通明，
一首首来自不同国家的经典乐曲精彩演
绎，尽显东道主安排的周到热忱。

所在，彰显新时代中国的开放自信与气
度担当，
赢得各国领导人广泛赞誉。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之势，
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为世界合作
共赢注入澎湃动力。这样的胸怀和担
当，
点燃了全球共赴
“东方之约”的热情。
第二届进博会，规模更大、规格更
高，企业展场馆一扩再扩，仍然是“一位
难求”——
参加的国别、地区、国际组织和参展
商均超过首届，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参展数量超过 250 家，国内外采购
商和专业观众有望超过 50 万人，境外采
购商由去年 3600 人左右增至 7000 多人。
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
美国参展企
业也由首届 174 家增至 192 家，参展面积
由 3 万平方米增至 4.75 万平方米，
居各参
展国首位，
合作意愿之强烈不言而喻。
不少企业家感叹：进博会的举办打
破了外界对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偏见，
“中国不只是庞大的出口国，而且是友好
的进口国”，
“ 今年的进博会无论如何都
不能再错过了”
。
4 日下午，上海东郊宾馆，习近平主
席在这里分别会见来华与会的牙买加总
理霍尔尼斯、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塞尔
11 月 7 日，参观者在第二届进博会装备展区参观，
现场人流如织。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
“远见卓识”
“ 强大的领导力”
“ 由衷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体
一年来，出访海外、接待来访、出席
90%，参展商、采购商和消费者都得到实
钦佩”……会见中，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
会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国际会议……习近平主席利用多个重要
实在在的好处。
对中国举办进博会的高度赞赏——
才更好。
”
面向各国宾朋，
习近平主席发表
场合向世界发出邀约，诚邀各方宾朋共
得益于进博会，赞比亚的蜂蜜出口
“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市场，将极
致辞，表达中方对各国嘉宾的诚挚欢迎， 襄盛举——
到中国，叙利亚商人为大马士革玫瑰产
大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举办
展现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的满满诚意。
欧洲之行，意大利、法国分别确认作
品找到“重点市场”，西班牙食品企业生
进博会，
对外发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
为主宾国参加进博会；
产的火腿“一售而空”……世界越来越感
易自由化、实现互利共赢的强有力信号”
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
接待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邀
受到中国市场的蓬勃与浩瀚。
……
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
请哈方作为主宾国参加进博会；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 “希腊将同中方一道维护多边主义”
“举办进口博览会，这是中方的一种
场的重大举措。
从亚信杜尚别峰会到上合组织比什
看”；
诚意，就是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
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推动，习
凯克峰会，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
全球化。”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
近平主席对进博会倾注了大量心力。外
作高峰论坛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
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作为一个机制化的平台，
进博会正压
媒评价，习近平主席继首届进博会之后
会，习近平主席一次次向世界宣介进博
“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
再次亲自出席，
足见重视。
会这一合作共享平台；
化和理念，
迎的是五洲客，
计的是天下利， 茬推进。今年 8 月 1 日，距第二届进博会
开幕还有 3 个多月，
第三届进博会招展工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对内多次作出
……
顺应的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作就已启动，
当下日本松下等一大批企业
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扎实推进各阶段筹
金秋，正是收获的季节。首届进博
……
已签署参展意向书。
备工作，确保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展现
会期间达成的 578.3 亿美元的意向成交
进博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以真诚的
（下转 2 版）
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
额中，大部分交易团完成合同率都超过
话语，深刻阐释中国举办进博会的要义

世界500强眼中的进博会：不容错失的“中国机遇”
身份亮相第二届盛会。除了为进博
会主场馆功能区提供基于循环理念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科
生产的家具及家居用品，宜家还承诺
技生活展区里，世界 500 强、家具及家
把进博会现场回收的 PET 塑料瓶作
居用品零售商巨头宜家的展台格外
为原材料再次投入宜家价值链，赋予
醒目。这是宜家第二次参加进博会， 废弃物
“第二次生命”
。
同时也是首次独立参展。
在宜家中国区总裁兼首席可持
一年前的首届进博会，宜家只是
续发展官安娜·库丽佳看来，
“ 绿色进
加入瑞典国家馆，通过一块展板展示
博”理念与宜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益
了自己的产品和理念。
于人类，益于地球”不谋而合。
“ 我们
“‘进博效应’的火热超出了我们
希望通过进博会，与中国一同实现更
的预期。”宜家中国公关事务负责人
可持续的未来。”库丽佳说。
杨帆透露，首届进博会落幕后，公司
从一块展板到一个展台，宜家的
内部召开了总结检讨会，一致认为宜 “进博故事”透露着一个趋势：越来越
家应该更深度参加进博会，并决定立
多的世界 500 强企业视进博会为其加
即着手准备第二届进博会参展事宜。
速拓展中国市场，与中国经济社会共
一年后，宜家以“宜居未来家”为
同成长的重要契机。
主题精心设计了 180 平方米的展台，
今年恰逢百岁“生日”的食品行
并以“进博会绿色发展合作伙伴”的
业巨头达能集团深耕中国市场已超
■新华社记者 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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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0 年。参加首届进博会后的一年
间，集团已将旗下来自新西兰、波兰、
法国等多个国家的十余款单品相继
引进中国市场。
第二届进博会上，达能又携覆盖
全部三大业务的 30 多个品牌亮相，其
中部分产品在进博会上全球首发。
“ 中 国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机 遇 之
国’。”达能公司秘书长兼执行总裁欧
阳伯堂说，中国开放的贸易环境以及
进博会这样广阔的贸易平台，都为跨
国企业提供了独特机遇，使达能将最
新最好的产品尽快带给中国消费者。
戴尔科技集团已连续两届成为
最早确认参与进博会的世界 500 强企
业之一，今年的展会租用面积和搭建
面积较首届大幅提升，展示的解决方
案也从去年的 30 多个增至逾 50 个，涉
及 5G 和物联网、人工智能、多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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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架构、移动互联等领域。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大中
华区商用市场部总经理石峰表示，进
博会上，戴尔科技不仅全方位展示数
字化转型实力，也全面呈现“在中国，
为中国”发展战略 5 年来的成果。
“戴尔科技在中国的布局覆盖设
计、研发、采购、生产、供应链在内的
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司全球产量和采
购量大多数在中国完成。”石峰说，见
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并从中受益的
戴尔科技，已经成为一家在华“外资
本地企业”
。
首届进博会上，自动化控制及电
子设备制造商欧姆龙的“乒乓球机器
人”成为网红。这一次，欧姆龙不仅
带来了升级版的“乒乓球机器人”，还
将微缩版现代农业大棚“搬”到了进
博会展馆。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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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旗帜下推动
自贸区与进博会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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