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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此次会议由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主办，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新华社记者 赵承 霍小光

韩洁 林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梦航程，
迎来新的出发——

2020年 10月 29日，如潮的掌声
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

这份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
下、汇聚全党全国智慧编制而成的行
动纲领和政治宣言，擘画了中国面向
未来的宏伟蓝图——

在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带领 14 亿中国人民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
奋勇前行！

肩负伟大使命，把准前行航向，吹
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

2020年，中华民族迎来又一个历
史关键节点。

“十三五”收官在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十四五”
新篇待启，中华民族将踏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担当着千钧重任。

■下转第4版

历史交汇点上的宏伟蓝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诞生记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在中国和意大利建交50周年之际，国
家主席习近平11月4日晚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通电话，互致祝贺。

习近平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意两国坚
持互尊互信、互利共赢、互鉴互助，成为全面战略伙伴，造福两国人民，
也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作出了表率。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通电话
庆贺中意建交50周年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4日晚在
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
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多，但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
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
变。各国要携手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
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中国
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
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
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
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国际社会注
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本届进博会是在特殊
时期举办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各国带来严重冲击，也给世界经济
带来重创。中国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

下如期举办这一全球贸易盛会，体现了
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的真诚愿望。

习近平强调，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
我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宣布的扩大对外
开放系列举措已经全面落实。中国持
续扩大进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深圳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实
施方案发布实施，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
协定、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保护知识产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等举措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习近平指出，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历史上看，不管
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什么逆流，人
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
续前进。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

势没有改变。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应
对风险挑战，共同加强合作沟通，共同
扩大对外开放。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
赢的共同开放，信任而不是猜忌，携手
而不是挥拳，协商而不是谩骂。要致力
于推进合作共担的共同开放，大国要率
先示范，主要经济体要以身作则，发展
中国家要积极作为。要致力于推进合
作共治的共同开放，不应该任由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秩序和国际规
则，而要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
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
作出全面规划。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即将实
现，从明年起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将进入一个新

发展阶段。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
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
造福各国人民。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
的大市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了积
极贡献。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将继续
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中国将坚
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
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第一，建设开放新高地。中国将有效
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引领作
用，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数字
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深入
开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创新，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二，促进外贸创新发展。中国将

继续通过进博会等开放平台，支持各国
企业拓展中国商机。中国将挖掘外贸
增长潜力，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世界
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将推动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
育外贸新动能。中国将压缩《中国禁止
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为技术要素
跨境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在
疫情后出台的各项纾困惠企政策，对在
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今年，
中国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法规，
进一步缩减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中国将继续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
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
法权益，以优质服务营造更好环境。

第四，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
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
易协定，推动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中日
韩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加强同世
界高标准自贸区交流互鉴。中国将积
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联
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
国家等机制合作。中国将同相关国家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最后指出，中国人常说，“不
到长城非好汉”。当前，世界经济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增强
勇气、共克时艰。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
题，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演
讲全文另发）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愿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宣布中国全面扩大开放新举措

11月4日晚，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11月4日晚，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 11月 4日讯 （记者 刘晓
冬）11月 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
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鄂尔多斯市主持
召开会议，听取鄂尔多斯市、乌海
市、阿拉善盟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进
一步传导责任和压力，推动专项整治
向纵深发展。他强调，专项整治工作
已经到了最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政治担当，拿出更大气魄和超常之举
打赢这场硬仗，坚决有力完成好这项
重大政治任务。

会上，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俊雁、
乌海市委书记史万钧、阿拉善盟委书记
万超岐分别汇报了本地区专项整治工
作推进情况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
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石泰峰肯定了三

个盟市工作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效，并
见人见事地指出了专项整治中存在的
责任落得不实、工作进度不快、整治质
量不高等突出问题。他指出，鄂尔多
斯、乌海、阿拉善三个盟市问题存量大、
整治任务重，要切实强化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认真对照自治区反
馈任务和有关规定，拧紧责任链条，完
善工作机制，严明纪律要求，全力以赴
推动排查核查发现问题整治见底到位，
坚决彻底割除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
问题这个污染我区政治生态的最大毒
瘤。要紧盯时限要求，倒排工期、跑表
计时，把各项整治工作往前赶往前做，
确保按时保质完成目标任务。要严格
依法依规开展问题处置工作，确保处置
结果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自治
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把责任牢牢扛在

肩上，紧而又紧、善始善终地做好各项
工作。

石泰峰强调，公职人员在涉煤领
域的腐败行径严重影响党的形象，严
重损害国家利益，人民群众深恶痛
绝，必须严肃予以惩治。要继续保持
高压态势，强化问题线索处置，加大
审查调查力度，集中查处一批群众反
映强烈、性质恶劣的腐败案件，切实
做到处置问题不松劲、惩治腐败再加
力。要做好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把煤炭资源领域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
成因和症结挖深挖透，认真抓好以案
促改，全面堵塞制度监管漏洞，不断
强化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

石泰峰指出，开展专项整治一个重
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制约我区煤炭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要坚持一手整

治违规违法问题一手促进合法合规发
展，不能只注重查处整改不注重治理成
效。对一些被调查的有相关问题的企
业，要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分类处置，防
止简单化和一刀切，对企业的合法经营
和优质项目要坚决保护、全力支持。要
以专项整治为契机，下大气力解决好煤
炭行业以往无序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
等问题，结合谋划“十四五”发展，更加
重视推进煤炭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
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努力让我区煤基

“产业树”不断推陈出新、更加枝繁叶
茂。要针对当前煤炭供需矛盾，多措并
举增加煤炭供给，全力保障区内和东北
三省民生用煤需求。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张韶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石泰峰在听取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阿拉善盟
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报时强调

紧盯目标任务 持续发力攻坚
坚决打赢专项整治这场硬仗

本报上海 11 月 4 日电 （记者
许晓岚）11月4日晚，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在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进博会我
区报名注册单位共871家，其中企业
670家；报名人数2808人，其中企业参
会人员约2100人。

本届进博会由国家综合展、企业
商业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组成，规划
展览面积39万平方米。其中，国家综
合展3万平方米，拟邀请60个国家参
展；企业商业展36万平方米，共设置

了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
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
六大展区。此外，结合全球热点和行
业发展趋势，今年新设立了公共卫生
防疫、节能环保、智慧出行和体育用品
及赛事4个专区。

为更好地组织参展采购，我区成
立了进口博览会内蒙古交易团并制定
了《内蒙古自治区参加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交易团组织及招商工作
方案》，同时稳妥有序组织参展参会人
员做好健康申报保障工作。

我区670家企业报名注册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