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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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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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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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A02版）

金融业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 中国证券报认为，经过市场化改革

的“强身健体” ，防风险建设的“百炼成

钢” ，全球化大潮中的“同台竞技” ，中国

金融业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国之重器将

崭露新颜。

中国金融业开放是因应全球化潮流

的自主开放。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是世界

进步趋势，也是时代发展潮流，对外开放

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过去40年来，我国

打开国门搞建设，主动拥抱世界，自主拟

定扩大开放的时间表、路线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 也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在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指引

下，在顶层设计的蓝图下，中国金融监管

部门立足金融业发展阶段特点，有步骤、

有节奏地推进自主开放， 提升了金融业

国际竞争力。 金融业基础制度逐步健全，

监管体制立足国情，并与国际接轨，防风

险能力逐步增强， 金融市场容量快速扩

大，金融机构“走出去” 取得积极进展，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

权货币篮子，我国金融地位显著提升。 资

本市场开放步伐稳健，沪港通、深港通平

稳启航， 沪伦通在酝酿之中，MSCI等国

际指数纳入A股，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

油期货成功挂牌。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正站在一个新

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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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

件下进行。 金融业发展也是如此，金融业

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方

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由

大向强的转型升级中，而作为国之重器的

金融业，理应肩负更重要的历史责任。 欧

美国家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强国必然是金

融强国。我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和转型升

级的战略任务，需要金融业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

面，中国金融业整体质量、防风险能力有

了大幅提升，人民币国际化也步入关键阶

段，具备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 比如银

行业不良率总体较低、资本充足率和盈利

能力较高，这些指标均处世界领先水平。

可以预期，金融业开放政策今年将陆

续亮相。放宽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外资

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今年将落地，外资金

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有望扩大，中外金融市

场合作领域有望拓宽。 此外，资本市场的

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举措也在稳步

推进中。

当然，开放不等于放弃监管，也不等

于忽视风险。中国金融业开放将注重风险

防范体系的完善， 金融监管能力的提升。

金融业国际化程度提升之后，金融风险的

传导、扩散机制会更趋复杂，破坏力将更

大， 这要求开放程度与风险防范能力、监

管水平相匹配。近期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

调整，监管体制的优化及一系列监管措施

的出台， 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明确的信号：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正在有条不紊地推

进，有能力有信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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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摒弃短期噪音 把握A股投资机遇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近期A股外部环境出现一些新的变

化，市场波动加剧，且风格切换略显凌乱。

券商人士表示，二季度继续看好新经济龙

头股和成长股，但要警惕突发事件导致的

市场情绪降温。另外，避险情绪升温，或为

债市带来交易性机会。

噪音频仍 市场情绪波动

近期，来自海内外的市场噪音正在影

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海外噪音如贸易摩

擦、美联储加息预期、美股调整；国内因素

如金融去杠杆进入政策落地窗口期、年报

和一季报披露部分个股业绩“埋雷”等。

同时，还有一个风险点值得关注。 新

时代证券分析师孙金钜表示，2015年是A

股史上的并购高峰期，全年完成并购重组

公司数量为285家。 其中，传媒、医药生

物、机械设备、计算机和电子行业位居前

列， 并购重组公司的业绩承诺期为三年，

2018年将是业绩承诺集中到期的一年，

若被收购标的业绩下滑则会对母公司产

生不利影响。

市场热点涣散和资金层面变化可从

侧面反映投资者的纠结情绪。 4月以来创

业板指数震荡回调， 累计跌幅为3.42%。

随着创业板资金的出逃，市场再次陷入风

格混乱的茫然期，蓝筹、周期和成长轮番

表现， 市场欠缺明确而有力度的投资主

线。 同时，CDR概念板块、海南板块等热

点退潮。

资金层面，Wind统计数据显示，4月

初至4月9日，A股成交金额连续下降。从4

月2日的5742.70亿元， 递减至4月9日的

4365.31亿元，不过4月10日全部A股成交

金额骤升至4849.22亿元。

从融资融券数据看，3月22日， 沪深

两市融资余额报10061.19亿元，次日再度

回落至“9” 时代。 截至4月3日，沪深两市

融资余额9987.61亿元。

回顾历史， 以往的4月A股整体表现

均偏弱。 据Wind数据统计，2010年至

2017年9年中， 除了 2015年4月上涨

18.51%和2012年4月上涨5.9%之外，其

余年份均以下跌报收。

清和泉资本创始合伙人钱卫东表示，

从历年二季度的情况来看，这段时期上市

公司的业绩一般处于验证期，市场会较为

谨慎。

“各种扰动因素，都要通过对投资者

预期的干扰来影响市场波动，方向性和弹

性是两层重要含义， 一是决定波动方向，

另一是决定波动幅度。 最近两周观测，随

着负面扰动因素的累积，投资者对市场的

负面预期有所增强，对利空因素的抵抗力

下降。 ”万联证券分析师胡红伟表示。

把握结构性机会

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对A股相关行

业盈利状况的影响、美联储加息对国内市

场流动性环境和风险偏好的制约、国内金

融去杠杆在二季度进入政策集中推进的

窗口期，（下转A02版）

科技股调整 成长主线面临考验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全球成长板块集体承压，A股成长主线受到挑战。 不少

机构提醒，在财报密集发布的当下，A股投资应淡化风格、深化价值，侧重业绩

这一主轴。

库存减少 钢铁板块能否“春色满园”

数据显示，上周钢材社会库存减少117万吨，创2013年以来最大降幅，钢厂

库存降幅亦扩大。同时，股票、期货市场钢铁板块同步止跌。业内人士指出，这一

板块有望逐步企稳反弹。

A05�海外财经

诺华收购AveXis�一石激起千层浪

全球基因治疗行业整合预期升温

瑞士制药巨头诺华9日宣布，将以87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基因治疗

公司AveXis。根据交易条款，诺华将为AveXis每股支付218美元，较该

股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115.91美元溢价88%。分析人士认为，诺华收购

AveXis可谓 “一石激起千层浪” ， 基因治疗行业整合可能持续升温，

“谁是下一个”的猜测将不断推高相关公司的股价。

A11�货币/债券

杠杆率反弹添隐忧 债市行情恐反复

2018年以来，债券市场连续大涨的背后，机构加杠杆行为重新浮出

水面。 机构分析认为，3月份广义基金和证券公司净融入规模均创历史

最高水平，叠加两类机构对信用债的配置需求，存在明显的加杠杆行为。

进一步看，3月债市杠杆有所抬升主要缘于流动性宽松和监管暂稳，考

虑到一系列监管政策将逐步落地，逆监管意图加杠杆的行为将触发监管

机构去杠杆，导致债券市场面临回调压力。

A03�焦点

方星海：中国金融将改变世界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

坛“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世界” 上表示，“我们作为金融监管部门，

未来有很重要的责任。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习主席的期许贯彻好、落

实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