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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新动能 完善产业新生态 共建合作新篇章

2020世界计算机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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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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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
北京胜利召开。全会提出，加快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
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
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
心竞争力。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
为工业和信息化事业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即将收官的“十三五”，我国制造
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步伐弥坚，为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稳步提升
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制
造业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自主创新能力、基础配套能力、产
品质量和可靠性仍需进一步提升，同
时，还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必须放眼
全球，加紧战略部署，固本培元，化挑
战为机遇，抢占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
高点。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
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跨越关口的
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是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
要求。要跨越发展方式、经济结
构、增长动力这三大关口，必须以
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实体经济
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
得主动的根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
主体，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发展
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
制造业。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记者张依依报道：11

月3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业

和信息化部主办的“2020 世界计

算机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湖南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

毫，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王志军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

辞。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主持大会开幕式。

王志军在致辞中指出，工业和

信息化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新

发展理念，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要

求，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

线，着力推动中国先进计算产业转

型升级，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先进计算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发

展动力更加强劲，融合发展惠及民

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王志军表示，刚刚结束的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十四

五”发展蓝图，开启了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为中国先进计

算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

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

向，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创新驱

动，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加快

先进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

着力打造新发展格局。一是培育

发展新动能。着力补齐高端服务

器 、 CPU、 专 用 芯 片 等 短 板 环

节，加强计算架构、算法、计算

系统创新，布局量子计算等前沿

领域，发挥市场驱动作用，以下

游带动上游，完善先进计算创新

体系。二是完善产业新生态。瞄

准车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需求，加

快先进计算基础设施和系统部署，

大力拓展各类应用，不断优化“计

算系统+应用+服务”的产业生态

体系。三是共建合作新篇章。鼓励

支持国内外企业、行业组织在先进

计算领域深入开展标准研制、技术

验证、应用探索等方面交流合作，

努力构建更为开放包容的发展环

境，开创先进计算产业全球合作共

赢发展的新局面。

杜家毫在致辞中介绍了湖南

省计算机产业最新发展情况及发

展规划，他希望充分利用世界计

算机大会的平台，建立和培育政

府间、企业间、产业联盟与协会

间的多样化伙伴关系，深入开展

全方位交流合作，更好地实现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0

先进计算百强榜”。

在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科学

院 院 士 、 军 事 科 学 院 院 长 杨 学

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冬辰，中国工程院

院士廖湘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涛，图灵奖

获得者、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艾伦·
凯 ， 华 为 公 司 高 级 副 总 裁 侯 金

龙，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刘

伟，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分

别就计算思维、智能应用、芯片

设计、内生安全、生态构建与未

来趋势等方向发表主题演讲。

除主论坛外，大会还安排了

“创新创造与生态构建”“计算芯

片与平台能力”“网络安全与可信

计 算 ”“ 工 业 互 联 与 制 造 生 态 ”

“5G 视界与应用生态”5 场专题论

坛，“先进计算与跨界赋能”“未

来计算与产业变革”两场名家讲

堂，以及技术应用与产业生态对

接会、创新技术和产品应用成果

展示等活动。

大会旨在展示行业发展的新技

术、新产品、新应用，携手应对疫

情带来的全球挑战，对加快我国先

进计算产业生态建设，赋能新兴产

业发展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

据了解，本次大会以“计算

万物·湘约未来——计算产业新动

能”为主题，17 位中外院士、数

十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分享了真

知 灼 见 ， 600 多 位 产 业 界 精 英 、

100多家媒体代表现场参会，数百

万名在线观众共同参与本届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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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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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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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