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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摩纳哥

3

月

24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4 日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

二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应亲王殿下

邀请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

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 我

们两国相似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精神

追求， 使得我们相知相亲。 中摩建交

20 多年来， 双方始终真诚友好、 平等

相待。 当前， 中摩双边关系稳步发展，

务实合作与时俱进， 尤其是在环保、

电信、 移动支付等新领域走在中欧合

作前列。 中摩关系已成为不同大小、

不同历史文化、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

好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 我同亲王殿下在半

年内实现互访， 体现着中摩关系的高

水平。 双方要牢牢把握双边关系的正

确方向， 不断巩固传统友谊和政治互

信， 加强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的沟

通协调和相互支持。 双方要坚持开放

合作， 深化互利共赢。 中方欢迎摩方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双方要提升两国环保合作水平。 中方

欢迎亲王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环保公益

行动， 不断丰富人文交流内涵。

阿尔贝二世亲王代表摩纳哥王室、

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摩

纳哥进行历史性访问。 阿尔贝二世亲

王表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

70 周年之际， 我祝贺中国发展取得的

巨大成就。 摩中关系发展良好。 摩纳

哥愿拓展同中国在科技、 创新、 生态

环保、 野生动物保护、 可再生能源等

领域合作， 摩方高度赞赏中国在气候

变化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愿支持中方办好明年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支持并祝

愿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 愿推

动摩中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友

好。

会谈前， 阿尔贝二世亲王为习近

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王

宫庭院时， 阿尔贝二世亲王夫妇上前

热情迎接。 军乐团奏中摩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一同检阅仪仗队。 检阅完毕，

两国元首夫妇观看分列式。 习近平同

摩方主要官员握手， 阿尔贝二世亲王

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

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

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 2019 年年会 24 日上午在

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说， 刚刚过去的一年， 是中

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砥砺奋进、 攻坚克难， 实现了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门

红，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取得新

的重大进展。 今年的形势可能会更复

杂更严峻， 但我们做好了打硬仗的准

备， 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韩正强调， 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

建设， 已经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

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开放已经成为当

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过去中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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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条件下进行。 我们将坚定不移全

面扩大开放， 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

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推

动更高水平开放； 坚定不移积极主动

扩大进口， 进一步降低关税， 加快提

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让世界各国更好分

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坚定不移持续放宽

外商投资准入，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 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

营； 坚定不移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国际营商

惯例，让外资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实现更

好发展； 坚定不移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 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

区，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

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主题是“坚持扩

大开放、 促进合作共赢”。 来自国内外

的专家学者、 企业家、 政府官员和国

际组织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相关报道详见

A11

）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

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史伟宗）

3 月 24 日，以“开放新境界”为

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广州城市形

象国际传播圆桌会在京举办。 广东省委

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致辞。 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主持。 市

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作主题推介。 汇

丰集团行政总裁范宁、雪松控股集团董

事局主席张劲、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

智、玛氏公司所有人弗兰克·玛氏、太古

集团主席施铭伦发言。

张硕辅在致辞中代表广州市委、市

政府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表

示感谢，对出席本次圆桌会议的各位领

导、嘉宾表示欢迎。 张硕辅说，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明确

要求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

新出彩”， 为新时代广州改革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

述和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 紧紧扭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

“纲”，举全市之力抢抓机遇，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提升大湾区区域发

展核心引擎功能， 建设科技创新强市、

先进制造业强市、 现代服务业强市、文

化强市，打造平安广州、美丽广州、幸福

广州，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新

水平，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在全省实

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

要窗口”中勇当排头兵。 真诚希望各位

嘉宾更多关注广州、宣传广州，为广州

发展出谋划策，热切期盼有更多朋友到

广州投资兴业，共同在新时代展现新气

象、实现新作为。

温国辉说， 广州抓住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重大机遇， 进一步扩大开放，

推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着力增强大

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功能， 携手港

澳和周边城市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

界级城市群， 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

加强广深合作， 强化广佛极点带动，

加快推进广清一体化， 建设广佛肇清

云韶经济圈， 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典

范。 着力推进营商环境规则体系对接，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形成

稳定、 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一流营

商环境， 打造全球投资首选地和最佳

发展地。 着力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 高标准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

走廊 （广州段） 建设， 加强基础研究

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构建更高水平

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着力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魅力之城， 以建设美丽

湾区为引领，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推

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持续焕发云山

珠水、 吉祥花城的无穷魅力。

东亚银行主席兼董事长李国宝、梅

赛德斯—奔驰汽车戴姆勒股份公司董

事会主席蔡澈、 泰克资源董事长鲍达

民、 美国安利公司董事会联名主席德·

狄维士、 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埃文·格

林伯格、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晓鸽、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

尔、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乐明瀚、布瑞

尔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慕·布瑞

尔、纳斯帕斯集团主席库斯·贝克、WPP

集团首席执行官睿智德、安永全球主席

马克·温伯格、 史带集团和史带基金会

董事长杰弗里·格林伯格、 野村控股株

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彭博有限合伙企

业董事长高逸雅、 庞巴迪公司董事长

皮埃尔·布多昂、 东京海上控股株式会

社董事长隅修三、 瑞穗金融集团董事

长佐藤康博、 DST 投资创始人尤里·米

尔纳、 怡和控股公司执行主席班哲明·

凯瑟克、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主席查尔

斯·雅各布斯、 默克集团执行委员会主

席欧思明、 美国国际集团总裁布莱恩·

杜普雷特、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总裁克

里斯托夫·拜尔、 标普全球集团总裁道

格拉斯·彼得森、 美国 UL 公司总裁伟

廉仕、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凯飒、 加

拿大宏利金融集团总裁高瑞宏、 美国

科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廉·科

恩等 76 家世界知名企业负责人参加圆

桌会。 大家认为，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 城市功能日

益增强，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科技创

新态势良好， 城市影响力竞争力不断

提升， 是一座充满活力、 充满机遇的

城市。 表示将抓住大湾区建设机遇，

更多关注广州、 宣传广州， 进一步深

化与广州的交流合作， 助力广州改革

开放再上新水平。

联合劝捐组织首席执行官布莱恩·

盖勒格、 印度工业联合会主席乾德杰、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 美中

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暨执行总裁滕绍骏、

亚洲协会主席施静书、 哈萨克斯坦前

副总理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 世界银

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

耶娃等政府及国际组织官员， 伦敦经

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 哈佛大

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波恩大学教

授伊莎贝尔·舒纳波、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马凯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

夫·斯蒂格利茨、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

深研究员李成、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

论员马丁·沃尔夫、 纽约大学教授罗比

尼、 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 兰德公

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拉菲克·多萨尼、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等智库学

者代表， 市领导陈志英、 徐咏虹、 潘

建国、 蔡朝林， 市有关部门和区负责

人， 广汽集团、 广药集团、 越秀集团

负责人参加。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广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圆桌会在京举办

扭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

着力提升广州对外开放新境界

张硕辅致辞 张军扩主持 温国辉作主题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