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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珠海11月6日电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于6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信，向航展的举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航展的各
国代表、企业家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人类自古就对广袤无垠的天空充
满向往，中华民族世代传递着飞天的梦想。19世纪以来，世界
航空航天科技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面
向未来，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必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
动航空航天科技发展。经过 20多年努力，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空航天类专业展会

之一，为推动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相信本届航展必将有力促进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发展，推
动国际交流合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航空航天技术发
展成果作出贡献。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
希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许其亮、王勇、何厚铧、梁振
英出席。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 11 月 6 日至 11
日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自 1996年首届举办以来，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已发展成为集贸易性、专业性、观
赏性为一体，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业先进科技的盛

会。本届航展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家展商参
展，充分展示世界航空航天业前沿发展水平。

本报珠海11月6日电（记者石畅） 11 月 6 日，第十
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以下简称中国航展） 在
广东省珠海市开幕。

首日的飞行表演中，率先登场的是空军“八一”飞
行表演队，6架歼-10表演机组成编队在天空画下美丽弧
线。紧跟其后，歼-10B 的出场更是引发现场观众尖叫，

“眼镜蛇”机动、“落叶飘”等经典的超机动飞行动作，
充分展现出该机优异的机动性能。这源自其搭载的涡扇
10B推力矢量发动机，这也是该发动机的首次公开亮相。

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是首次亮相中国
航展，“K-8”高级教练机为开幕式献上了精彩的飞行表
演。在 2016 年中国航展上露出真容的歼-20 战斗机，在
此次航展上以新涂装、新编队、新姿态进行飞行展示，3
架歼-20首次同框亮相，相继展现了隐身、超速度攻击等
飞行技术。

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以战斗姿态起飞，表演了大迎
角上升、大幅盘旋通场、急上升转弯盘旋、低空小速度
登场、小航线快速着陆等特技，让观众大饱眼福。此
外，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歼10B矢量验证机、巴基斯
坦空军“枭龙”战机也都在开幕式上进行了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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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必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11 月 6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珠海航展） 在
广东珠海开幕。参展各类飞机超140架，首次实现了“陆、海、空、天、电”
全领域覆盖，展示了世界航空航天业前沿发展水平。

图①：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亮相。本报记者 石 畅摄
图②：运—20运输机进行表演。 周国强摄
图③：歼—20 亮相。 周国强摄

珠海航展开幕珠海航展开幕

双双““2020””炫舞蓝天炫舞蓝天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新时代，
共享未来”为主题，共有 172个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参会，3600 多家企业参展，规模盛
大。在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
讲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 960 多万平方公
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
一个小池塘。

中国机遇，世界分享。中国经济是一
片大海，有风平浪静，亦有惊涛巨浪，有
挑战，亦有机遇。新时代，世界经济的主
角不是某个国家，也不是某几个国家，而
是紧密相连的世界各国。正如习近平主席
指出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是中国
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中国提出
的“共享发展”，意味着将发展机遇同世
界分享，摆脱由个别国家垄断的局面。
也只有世界各国享有平等发展机遇，世
界经济才能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几
十年的高速发展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市场的

巨大潜力，也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方
案”的价值。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中国同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紧密，越
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中国以发展为导向的
模式与“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如今
的 中 国 不 仅 仅 是 世 界 经 济 体 系 的 参 与
者，更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和
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中国将继续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开
放合作的国际平台”。

敢于创新、勇于变革，突破世界经济
发展瓶颈。大海一般广阔的中国市场为
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让创新的巨大

潜力得以释放。创新不是一句单薄的口
号，更关乎国计民生、国际关系。创新
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创新驱动的发展才
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十年前的国际
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冲击，世界经济中仍存在着许多的
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
国更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坚持创
新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共同推动
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强在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
域的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共享创新成果。
扩大开放，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开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纵观国际贸
易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规律，若削减壁
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的发展定是欣欣
向荣；若高筑壁垒，以邻为壑，国际经贸
的发展将陷入停滞。在当前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势力抬头的国际环境下，世界各国
更应携起手来共同推动经济的互联互通，
构建公证、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
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改革开放 40年
来，中国的经济成就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取
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离

不开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世界各
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将继续坚定不
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将在激发进
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和推动
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五大方面进一
步扩大开放。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
天，中国将会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为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院长助理）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 贾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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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者郑明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
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金融稳定理事会主
席卡尼和国际劳工组织副总干事格林菲尔德举
行第三次“1+6”圆桌对话会。会议围绕“促进中
国与世界经济在开放合作中寻求共赢”的主题，
就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等议题深入交流。

李克强表示，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
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不仅促进了中国
自身发展，也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日前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推动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

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示中国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处于合理区间。尽管受
内外因素影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长期来
看，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运行可以持
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
个大市场，有着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有 8
至9亿劳动力、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
能培训的劳动人才，随着营商环境持续改
善，他们的创造力在不断释放，新动能蓬勃
发展，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李克强强调，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有力有
效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并推动高质量发
展。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在保持宏观
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和
相机调控。我们将以更大力度简政、减税、降
费，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等新动能。加快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市
场主体活力，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营商
环境。以更实举措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放宽
市场准入，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决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

与会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表示，中
国过去40年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人均收入翻
了 25 倍，GDP 每 8 年就翻一番，7 亿多人口
脱贫，占世界脱贫人口的 70%，为世界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靠不断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取得的。今年中国经济依
然强劲，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实现了量的
增长，更加注重质的提升，通过扩大消费和
发展服务业推动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营商
环境从全球第 78 位上升到第 46 位。各国际
经济金融机构愿加强同中方的协调与合作，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欢迎中国举办国际
进口博览会，赞赏中方鼓励私营部门发展。
建议中方继续加大对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投
入，提高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推
进市场化改革，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出席圆
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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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
举行第三次“1+6”圆桌对话会

推进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维护多边主义 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