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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打造“国际会展之都”

捷克的绚丽水晶， 日本的有机

酱油， 法国的品质红酒……在刚刚

闭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 来自全球的3800多家企业带来

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

同样在这一盛会上，6天时间里

吸引了超50万家境内外专业采购

商， 累计意向成交额达711.3亿美

元， 首发新产品、 新技术或服务近

400件、 配套活动380多场……不断

开放的中国形成巨大磁力场， 催生

新动能、新机遇、新发展。 不少与会

外国企业家感叹： 进博会是中国给

世界的珍贵礼物。

进博会规模越来越大、 越办越

好， 为世界打开一扇通往巨大中国

市场的“机遇之窗”。

相较去年，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

馆一扩再扩， 但36万平方米的巨大

展出面积，仍然“一位难求”。火爆场

面的背后，是中国近14亿人口、全球

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造就的巨大

吸引力， 更是全球企业对中国市场

和中国经济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心。

进博会上，不管是“新面孔”，还

是“回头客”；不管是来自德国的五

指机械手服务型机器人， 还是加拿

大的高端羽绒床上用品， 抑或来自

孟加拉国的黄麻手工艺品， 都能找

到市场知音。 “今日的中国，已是名

副其实的‘机遇之国’。”法国欧莱雅

集团董事长安巩透过进博会这扇

窗，看到的是巨大市场机会。

进博会传递出中国越来越强的

对外开放信号， 为世界开启一扇通

往多方共赢的“合作之门”。

一诺千金，言出必行。首届进博

会期间，中国承诺扩大对外开放5方

面举措、对上海3点开放要求，已在

一年间基本落实； 中国与有关国家

达成的98项合作事项，23项已办结，

47项取得积极进展，28项加紧推进。

本届进博会上 ，“继续扩大市场开

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

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

“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国

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 实现互利共赢的新承诺振奋

着世界。

在面临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逆

风的当前世界， 力行开放合作的中

国，带来的是信心和希望。连续两次

参展的戴尔科技集团全球执行副总

裁黄陈宏感慨，“我们切身感受到中

国去年作出的承诺都已一一兑现。

我们相信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动力会

越来越大、阻力会越来越小。 ”日本

理光集团总裁山下良则赞叹中国

“营商环境优化” 和 “开放合作之

心”，“我们很快将完成第三届进博

会的签约”。

进博会是一份推进经济全球化

的中国倡议， 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探索一条“未来之路”。

当今世界， 各国经济融合是大

势所趋。 面对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难

以避免的磕碰，有的国家在“拉手”

或“放手”、“拆墙”或“筑墙”的选择

中，似乎失去了方向。中国始终坚持

开放的心态，在本届进博会上，中国

领导人在深刻洞察世界经济发展大

势的基础上，提出重要倡议，向国际

社会传递着开放合作、 共同发展的

强大正能量。

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正处

于十字路口， 中国方案和行动赢得

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塞尔维亚总理

布尔纳比奇高度赞赏中国担当，“塞

尔维亚和中国选择同一条道路———

开放合作而不是封闭， 这条路将通

往和平合作、共同繁荣。 ”世贸组织

总干事阿泽维多指出， 中国进一步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承诺将不仅限于

举办一两次展会， 而会转化为持续

的进程，“这是非常积极的成果”。

盛会虽已闭幕， 但它带给全球

贸易等的信心却在持续增长。 展商

纷纷表示“明年一定再来”。已有230

多家企业签约报名第三届进博会，

正是这种信心的佐证， 也让人们对

“永不落幕”的进博会带来的新精彩

充满憧憬。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分赴上海多个区开展“回头看”下沉督导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11 月 10 日至 12 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分赴上

海多个区和基层单位， 开展“回头

看” 下沉督导。 督导组组长吴玉

良、 副组长马瑞民分别带队参加。

吴玉良带队前往浦东新区、 崇

明区、 松江区， 听取各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汇报， 深入基层

走访。 督导组在陆家嘴滨江视察了

望江驿为民服务情况及城市管理工

作。 在崇明区港沿镇园艺村， 督导

组一行与村民面对面交流， 了解基

层党建、 社会治安等工作情况。 在

松江区社会福利院施工现场， 督导

组听取了防止招投标领域腐败工作

情况介绍。

吴玉良充分肯定了浦东新区、

崇明区、 松江区在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落实问题整改方面取

得的明显成效。 他指出， 上海开

展“五违四必” 整治、 实行城市

精细化管理、 加强基层党建是扫

黑除恶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 吴

玉良指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

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

向基层的延伸， 是实现党风政风

根本好转、 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

举措。 明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第三年， 也是专项斗争长效常

治之年， 上海干部群众要提高政

治站位， 进一步落实有关要求，

坚持“有黑扫黑、 有恶除恶、 有

乱治乱”， 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

展。 吴玉良强调， 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不是一家之事， 各级党委要

发挥好领导作用， 公安、 检察院、

法院、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

要发挥主力军作用， 其他部门要

发挥行业主管作用， 积极参与，

尤其是对“套路贷” 等重点难点

问题要加强综合治理。 要充分发

挥上海基层党建优势， 动员全社

会广泛参与，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土壤。

马瑞民一行听取了杨浦区、 嘉

定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汇

报， 到杨浦区五角场街道、 嘉定区

安亭镇联西村、 马陆镇等地与社区

居民代表面对面交流， 实地暗访了

嘉定老街地区等人流密集、 治安复

杂区域。马瑞民指出，要持续保持高压

态势，在“打财断血”“打伞破网”上继

续下功夫，重点盯紧大案要案，一刻不

能放松。要结合区域特点和实际，继续

加强综合整治，主动发现线索、查找问

题。 要把扫黑除恶与健全完善现代化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相结合， 建立并

完善发现、 查处、 问责、 预防等长效

机制， 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提

高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尹弘，

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

分别陪同督导。

昨天上午， 黄浦区在南京路

步行街世纪广场隆重举行“119”

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区消防委

员会成员单位、 各公安派出所主

要领导， 各街道社会各界代表

300 余人参加活动。 黄浦区消防

安全委员会表彰了年底消防工作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微型消防

站练兵先进单位； 黄浦区启秀实

验中学曹滢婕朗诵了 《我的消防

梦》； 与会领导为“黄浦好人”

“最美消防员” “最美应急人”

进行了现场颁奖； 活动以视频形

式讲述了“全国模范消防中队”

车站中队 20 年来高擎模范旗帜

不断推动队伍转型升级的感人事

迹； 现场还设置了消防装备器材展

示区、 体验互动区和图文展板区，

供参加活动的领导、 群众和游客参

观体验。

图为消防队员精良的装备、 精

湛的技能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和

市民驻足观看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黄浦区举行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新华国际时评

进博会给世界送上珍贵礼物

立法建“海绵城市” 阳台也要“雨污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