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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
未来》的主旨演讲。开幕式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迎宾厅迎接外方领导人夫妇并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 10日电（记者 刘
华、周慧敏、刘红霞）10日上午，博鳌亚洲论
坛 2018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
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
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
要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
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
迈进；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
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洲和世界各
国一道，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4月的博鳌，风和日暖，海碧山青。博鳌
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内各国嘉宾
汇聚一堂。上午 9时 30分许，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荷兰首
相吕特、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等外方领导人夫妇一
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讲台发表
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以来，为凝聚亚洲共识、促进各方合作、推进
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本届年会以“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顺应时代潮流，符
合各方期待。

习近平强调，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
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
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
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
国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上下求索、锐
意进取，坚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强调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
赢，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
顶层设计，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与时俱进、
一往无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自
我革命、自我革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充
分显示了思想引领、制度保障和 13亿多人民
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40年来，中国人
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坚持对外开放
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
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为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
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今世界，和平合作
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
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各国人民应
该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
亚洲和世界。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
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努力实现持久和平；
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
同安全；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使文明

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
纽带；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开拓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
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
章，开启了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
卷。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
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
大胆创新、推动发展，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
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继续与
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过去 40年中国
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
件下进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
战略抉择，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
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宣布，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
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
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
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
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
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
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
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

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
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
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
断。今年上半年将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
清单工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新组建国
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
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保护在华外资
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
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四，主动扩大进口。中国不以追求贸
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
常项目收支平衡。今年将相当幅度降低汽
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
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
进程。希望发达国家对正常合理的高技术
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
品出口管制。欢迎各国朋友来华参加 11月
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习近平指出，我刚才宣布的这些对外开
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
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
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
和人民。我相信，经过努力，中国对外开放
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
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只要各方秉
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就一定能把

“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我们坚持开放
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
好未来。

演讲中，全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

夫致欢迎辞，与会外方政要和企业家代表也
分别致辞。他们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推动中国自身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也给世界各国发展带来巨
大机遇。中国推出的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
策举措令世界感到振奋，表明未来中国将继
续坚定推进改革开放，这对中国和世界各国
人民都是一个福音，将有力推动全球共同发
展繁荣。

开幕式前，习近平分别同亚洲媒体高峰
会议代表，中外企业家代表，香港、澳门和侨
界代表，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代表集体合
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前往迎宾厅迎接
外方领导人夫妇并集体合影。

开幕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与会嘉宾
举行欢迎宴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
等参加上述活动。

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于 4月 8日至
11日举行，主题是“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
展的世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
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政界、工商界人士、专
家学者等 2000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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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日在博鳌亚洲
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作重要主
旨演讲时强调，中国改革开放必然
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
亚洲、为世界作出了中国贡献。

回顾 40年改革开放，习近平在
演讲中表示，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今天，
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
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
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他强调，中国 40年改革开放
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

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
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画卷是
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绘就的，习近平
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了中国人民在
推进改革开放所秉承的精神状态，
这就是宝贵的改革开放精神！”中
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
福林说，这些经验启示弥足珍贵，
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习
近平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在新时
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

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
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
篱，将改革进行到底。

“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习近平主席对改革创新、
推动发展作出部署。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令人振
奋！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昭示了我
们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决心
和信心。”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
说，作为企业家，下一步更加落实
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
续大胆创新、推动发展，要在新的
起点上再上新高度。

成功实践昭示世人：新时代将改革进行到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揭牌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一号01组卫星
■发改委：严控主题公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
■前两月陕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国第八
■我省下达14个以工代赈示范工程投资计划
■省物价局发文降低国有重点景区门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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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顺应时代潮流 坚持开放共赢
宣布中国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4月 10日，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公
安厅新闻发言人、常务副厅长曾岚等介绍
《陕西省公安厅优化营商环境24条措施》制
定出台的有关情况。曾岚表示，省公安厅
将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最大限度降
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曾岚介绍说，《措施》的出台吸收了各
界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企业和群众的心
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依法打击整治涉企违法犯罪。对企业
报警求助，严格执行首接首办责任制。加

大涉企案件侦办力度，严厉打击侵犯企业
合法权益的黑恶势力犯罪、破坏市场竞争
秩序的经济犯罪等，全力营造公平公正的
生产经营环境。对涉企重大案件，实行专
案专办、挂牌督办。对企业举报的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案件线索，在7个工作日内反馈
初步核查结果。常态化开展企业及周边治
安环境整治，县级公安机关每月至少向辖
区企业发布一次安全防范预警提示。

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办理涉企案件
时，对企业财产严格依法使用查封、扣押、
冻结等强制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

管理人员严格依法使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
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的影响。对涉企案件全力开展追
赃挽损，依法启动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
制，对涉案资产依法及时返还。

建立领导包抓走访企业制度。实行市
县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包抓辖区引进企业、
重大项目、重点单位，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上
门走访服务。依托属地公安机关在重点项
目建设工地可设立固定或流动警务站、服
务点或者联络员，帮助企业开展务工人员
身份信息核查，指导企业做好安全工作。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督察。建立公
安机关优化营商环境领导机构，依托12389
举报平台、110报警平台，以及在省公安厅
门户网站设立意见箱，多渠道受理举报公
安机关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不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

此外，《措施》还对放宽人才落户条件、
减少户口迁移办理环节、规范许可备案管
理、放宽出入境业务办理、对外籍人才提供
签证和居留便利、进一步优化通关自助服
务、下放交通管理业务权限、大力推行公安
业务网上办理等具体内容作出规定。

《陕西省公安厅优化营商环境24条措施》明确提出，规范涉企执法行为——

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