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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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南指出，举办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
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
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助

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主席连续两年出席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
旨演讲，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
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国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的一贯立场，体现了
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
际行动。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
努力下，目前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国家展、企业展和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各项
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王炳南表示，国家展总展览
面积3万平方米，集中展示各国
发展成就、营商环境和特色产
业。各国家馆的形象设计独具
本国特色，共有64个国家（含中
国）、3个国际组织参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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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南表示，国家展中的中

国馆（含港澳台展区）场馆设计
开放、大气、灵动、通透，别具东
方神韵和现代气息，是一张靓丽
的“中国名片”，以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为主题，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线，重点展示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新时代新
机遇。

王炳南表示，企业展总展览
面积33万平方米，由各国参展商
展示商品、技术和服务，实现“买
全球、惠全球”。涵盖装备、消
费、食品、健康、服务等五大板
块、七个展区，来自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签约参
展，50万专业采购商和观众注册
报名。

王炳南表示，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旨在为国际政商学界共商
世界经济重大、前沿热点问题搭
建高端对话平台，是促进开放合
作的国际公共产品。第二届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主题为“开放
创新、合作共赢”，由开幕式主
论坛和 5 场分论坛组成。5 场
分论坛议题分别为“开放、规则
和营商环境”“人工智能与创新

发展”“世贸组织改革和自由贸
易协定”“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
务创新发展”“70年中国发展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届时，预计
将有4000多名来自各个国家和
地区的政商学界和国际组织代
表与会，共商共议、共解难题、
共谋发展，为世界经济重焕生
机建言献策。

王炳南指出，习近平主席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主旨演讲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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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紧紧围绕这一总要
求，努力实现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办得更好。

一是规模更大，吸引力进一
步增强。首届企业展和国家展
总面积30万平方米，今年达到36
万平方米。其中企业展从27万
平方米增至33万平方米，两次扩
大，仍然“一展难求”。参加的国
别、地区、国际组织和参展商均
超过首届。

二是质量更高，成效进一步
提升。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参展数量超过首届，“隐形冠
军”企业等优质中小企业竞相亮
相。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专（业）
精（品）尖（端）特（色）产品精华
荟萃。国内外采购商和专业观
众有望超过50万人。

三是活动更丰富，综合效应
进一步放大。展会期间各类配
套活动超过300场，增进国内外
经济文化交流。设立进口博览
会发布平台，权威解读中国重要
政策，发布国际组织最新研究成
果等。18个省区市将举办140
多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
字号”交流展示活动。进口博览
会集展览、交易、论坛、人文、外
交等活动于一体，综合溢出效应
不断放大。

王炳南表示，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是中国主办的一场重要国际盛
会，也是今年主场外交的收官之
作。在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全
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
展会和论坛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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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不断强
化开放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全方位、
多渠道、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合
作，集聚、配置一流创新资源和
创新要素。我们要不断强化协
同创新，构建更加科学、开放、
灵活的政策体系，营造充满生
机活力的创新生态，打通科技
创新链各个环节，形成推动科
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李强强调，我们愿同世界
顶尖科学家深化合作、携手并
进，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活跃增
长极。希望大家多来上海开展
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推动上
海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融入
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推动更多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上海
率先“试水”；帮助上海加快集

聚一批世界级科技大师和领军
人才，培养一批青年才俊和科
技精英。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
来上海挥洒激情、施展才华，欢
迎创新创业者、不懈探索者、矢
志奋斗者来上海追逐梦想、成
就事业。

开幕式前，李强会见了罗
杰·科恩伯格一行，代表上海市
委、市政府对各位世界顶尖科学
家来沪参加论坛表示欢迎。他
说，科技创新是一座城市发展活
力的不竭源泉。各位世界顶尖
科学家站在人类科技最前沿，对
未来科学发展的思考深、带动
强、影响大。希望以此次论坛举
办为契机，进一步促进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国际
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论坛所
处的临港地区，是上海自贸试验
区新片区所在地，当前正对标国
际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贸试
验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相信有世界顶尖科学家的
共同参与，这片创新创业的热
土，必将迸发巨大的创造活力，
诞生具有震撼力的科技成果，演
绎更多生动鲜活、令人瞩目的传
奇和故事。

■本报评论员
“我们负责阳光雨露，你们

负责茁壮成长！”

一句话，撼动了一批人。

这句话出自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之口，一言九鼎、不乏幽

默。这批人是近50位创新创业

领域的青年才俊，躬逢盛世、踌

躇满志 。

10月26日，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邀请来自新领域新业态的

“双创”青年人才代表坐而论

道，为所有矢志“双创”的年轻

人敲响了一记强有力的定心

鼓：上海要为创新创业搭好平

台、建好舞台，积极打造面向世

界的“会客厅”，让大家在上海

这座城市聆听世界的声音，接

触最优秀的人才，捕捉最前沿

的信息，分享最鲜活的思想，激

发最有创意的灵感，找到世界

级的大科学平台、高能级的研

发机构、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产生更多创新创业的奇思妙

想，点燃更多创新创业的星星

之火。

美好的愿景，绝非飘渺于

云端，而是实实在在、催人奋

进。李强书记承诺，政府将成

为创新创业者最有力的推手和

最坚实的后盾。座谈会上提出

的一些建议和具体问题立刻就

得到了回应，并被安排去调研

解决。为了支持一个创新提

议，李强书记现场就开始办公

……整整三小时，有统战部悉

心组织、有各职能部门一把手

认真聆听，青年代表们感受到

了“一种被重视和被关注的感

动”。许多思考、灵感、疑问摆

上了这个畅所欲言的平台。更

多的感悟、筹谋、行动，在会后

涟漪中持续发酵。

创新创业大潮，是时代的

高光主题，是中国通往伟大复

兴征程上的强力引擎，是上海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的根基命脉。就在这场座谈

会举行后的10月29日，第二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临

港滴水湖畔开幕，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上海中心正式设立，

包括 44 位诺贝尔奖得主和 21

位图灵奖、沃尔夫奖、拉斯克

奖、菲尔兹奖等获得者在内，共

65位世界顶尖科学家齐聚东海

之滨，“更重要的是，还有大批

青年科学家到会。”这正是青年

“双创”人才学习与交流的良

机。上海，以它海纳百川的强

大引力，为年轻人创造了声气

相求、大展身手的绝妙舞台。

从生物制药、环境科学到微

电子、人工智能，从最精尖到最细

微，从深潜拓荒到跃步腾飞……

无穷的未知新生领域，都在召唤

青年。青年，处在人生创造力最

敏锐最活跃的黄金年华，奋楫急

流、舍我其谁？但宏大的梦想，从

来不可能唾手而得。千里之行，

有赖于日积跬步。道路多舛，有

赖于心志恒坚。越是无人之境，

越是要敢闯前人所未敢闯。

座谈会上，李强书记还说

了一句话：要尊重创新规律，有

足够的包容心，有“静待花开”

的耐心，有感同身受的理解

心。这是一个关于“懂了”的聚

会——“双创”青年们的殷殷之

志，政府懂了！来自政府的拳

拳之心，“双创”青年们懂了！

这也是一个关于“出发”的聚会

——青年“双创”人才们，面向

世界的“会客厅”正在热烈敞

开，你们是身逢其时的主角！

生机无限的广阔绿野上，定心

鼓已然震响，是千里马就勇往

直前冲吧！

定心鼓已敲响，冲吧千里马！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第二届进博会
开幕式后，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巡视国家馆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召开

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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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培养一批青年才俊和科技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