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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金山区考察推荐线路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日前，市商务委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布了 45 条特色参观路线，其中，金山区结合本地文化，历史风貌，融合区域优势产业和主导发展产业
等元素，推出了 2 条各具特色的接待考察线路。金山区地处上海西南，东临东海，南濒杭州湾，西与浙江省接壤，处于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长江三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角洲的地理中心，这里既有金山制造业飞速发展的气象，滨海新城无限的畅想，也有吴根越角的江南水乡景致，更有融入画中的乡村文化魅力，这些景
致汇聚在一起，打造出了 2 条“进博会”金山区考察推荐线路“海上金山梦——智造产业之旅”和“吴根越角——枫泾寻画之旅”。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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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金山梦——智造产业之旅”
旅程从金山工业区出发，走进金水湖产业社区、上海金山国
际进口企业服务园区、上海无人机中心（华东无人机基地），一路
来到金山规划展示馆、城市沙滩，最终抵达金山嘴渔村。在这里，
有冉冉升起的新兴产业；在这里，有着大片充满潜力的沃土；在这
里，有上海最后一个渔村。

“吴根越角——枫泾寻画之旅”

线路

2

旅程从金山工业区开始，沿着金水湖产业社区、上海金
山国际进口企业服务园区、上海（金山）国际中小企业产业
园、联东 U 谷，一路感受着现代产业魅力；接着路线一路向
西，来到了拥有千年历史的枫泾古镇，最后在充满民俗风情
的中国农民画村结束旅程。

上海(金山)国际中小企业产业园

国内首个正式允许无人机开展多场
景测试、应用的基地。基地将担负起无人
机研发测试、展示交易、行业应用、培训教
育、运行管理的重要任务，引领上海及华
东地区无人机产业发展。

坐落于上海市级工业区金山工业区
内，产业园重点发展机械制造、电子信息、
汽车配件、食品加工、节能环保等产业，逐
步形成产业集聚、日资企业产业集群的产
业基地。

金山规划展示馆

联东 U 谷

位于金山区金山大道 1800 号，
属于金山新城核心地段。面积约
6000 多平方米，共两层展区，是目
前郊区最大的规划展馆之一，馆内
主要展出了金山的地理环境、人文
历史、发展成就，及滨海城市的规
划与建设。

项目是集生产研发、总部办公、产业
定 制 、中 试 生 产 等 一 系 列 产 品 的 大 型
2.5 产业综合体，行业覆盖主要有生命
健康、新材料、智能制造、高端汽车零部
件等相关领域。

枫泾古镇
城市沙滩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上
海 第 一 个 滨 海 4A 级 旅 游 景 区 。
这里有碧蓝澄澈的海水、细腻松
软的金色细沙、近 8.5 万平方米的
天然海滨泳池、绵延 1500 米的滨
海景观长廊。

金山嘴渔村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既是上海最早的渔
村，也是上海最后一个“活着”的渔村。这里
曾是金山地区渔民聚居地，海洋历史文化悠
久，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环境和世代传
承的海渔文化积淀，成为金山滨海旅游新亮
点，曾获得“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荣誉。

先后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和新沪上八景，
景区内河道纵横、桥梁众多，素有“三步两座桥，
一望十条巷”之称，是上海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
存较完好的水乡古镇。景区内包含吴越广场、
金圃宅第、致和桥景区、枫溪长廊、丁蹄作坊、朱
学范生平陈列馆、三桥广场、三百园、人民公社
旧址、程十发祖居、丁聪漫画陈列馆等景点。

中国农民画村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集农民画研究、创
作、展示、收藏、流通、认证于一体并具有江
南农村风貌的旅游风景区，先后获得了“中
国特色村”、“中国十大魅力乡村”、“上海
市民喜爱的乡村旅游景点”等称号，蜚声中
外的金山农民画也起源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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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无人机中心（华东无人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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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工业区
作为上海重要产业空间，正在打造成为
“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承载区，围绕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新材料
新能源等 4 个主导产业，加快推动产业集群
集聚发展，力争打造 4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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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湖产业社区
位于金山工业区核心位置，总面
积近 20 万平方米的金水湖宛如一只
“如意”。在金水湖畔，植物分布四季
分明，可以春赏樱花、夏观荷花、秋有
红枫银杏、冬看梅花，是产业社区取
之不尽的“天然氧吧”，以“智慧、科
技、绿色、低碳”为发展理念，打造集
居住生活、商务办公、休闲娱乐于一
体的现代化智慧社区，是上海西南的
低碳智慧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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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海商贾 ，会八方宾朋
聚四海商贾，
会八方宾朋。
。 金秋时节
金秋时节，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 背靠长
江水，
江水
，面向太平洋
面向太平洋，
，在这一引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
在这一引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
，人们共赴“ 东方之约
东方之约”
”，期待在这
里广结良缘、
里广结良缘
、满载而归
满载而归。
。
“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中 ，习近平主席把握历史大势
习近平主席把握历史大势、
、着眼人类未来
着眼人类未来，
，深入阐释了进口博览会的重大意义
深入阐释了进口博览会的重大意义，
，明确提
出了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国主张，
出了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国主张
，郑重宣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中国行动
郑重宣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中国行动，
，引
发与会嘉宾强烈共鸣，
发与会嘉宾强烈共鸣
，引来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引来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重要演讲
这一重要演讲，
，既有深邃的思考
既有深邃的思考，
，又有务实
的举措，
的举措
，彰显了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彰显了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信心和决心、
体的信心和决心
、责任和担当
责任和担当。
。
“大道之行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展会，
的国家级展会
，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
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
。 这一以“ 新时代
新时代，
，共享未来
共享未来”
”为主题的博览
会，共有 172 个国家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3600 多家企业参展
多家企业参展，
，超过 40 万名境内外采购商
到会洽谈采购。
到会洽谈采购
。 这一盛况
这一盛况，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进口博览会“ 不是中国的独唱
不是中国的独唱，
，而是各国
的大合唱”
的大合唱
”。中国从
。 中国从 2018 年起举办这一盛会
年起举办这一盛会，
，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发展自
由贸易的一贯立场，
由贸易的一贯立场
，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
。同时
同时，
，世界经济深刻调整
世界经济深刻调整，
，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抬头
单边主义抬头，
，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 但是
但是，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这是不依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
志为转移的
，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
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
。 回顾历史
回顾历史、
、立足当今
立足当今、
、放眼未来
放眼未来，
，都需要我们坚定开
放合作信心，
放合作信心
，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拿出更大勇气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拿出更大勇气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 习近平主
席在演讲中强调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
坚持开放融通，
，拓展互利合作空间
拓展互利合作空间”
”
“坚持创新引领
坚持创新引领，
，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
能转换
”
“ 坚持包容普惠
坚持包容普惠，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目的就是希望各国都积极推动开放合作
目的就是希望各国都积极推动开放合作，
，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实现共同发展
实现共同发展。
。
改革开放 40 年来
年来，
，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
大历史转折，
大历史转折
，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不仅发展了自
己 ，也造福了世界
也造福了世界。
。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
，要在激发进口潜力
要在激发进口潜力、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
、营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五个方面加
大推进力度，
大推进力度
，正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
正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
，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 事实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
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
，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稳定动力源，
稳定动力源
，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
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
，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
开放带来进步，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封闭必然落后。
。今天
今天，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正张开双臂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正张开双臂，
，欢迎其他国家
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机遇，
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机遇
，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
快车”
”
“ 便车
便车”
”，更愿意与各国共建创新包容的
开放型世界经济，
开放型世界经济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懈奋进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懈奋进，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
（载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
日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