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7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古巴外长罗

德里格斯（前排左一）出席联大会议。第73届联合国

大会7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终止

对古巴近60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是联大连

续28年通过此类决议。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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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各位朋友都能乘

兴而来、满意而归。”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的这

一句话，温暖人心。

5日开幕以来，进博会展馆

内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景象，

再次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经济

是一片大海”的精髓。换名片，

加微信；谈生意，话合作；谋开

放，赢未来……截至11月7日，

参展商和采购商共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协议千余项，举办新品展

示等配套活动250多场。

近14亿人的中国市场不断

扩大开放，推动自身高质量发

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更

多机遇。进博会现场，一幅“双

赢多赢共赢”的画卷正在铺开。

有味有料有品
发掘中国大市场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种进

博会。是活色生香的进博会，还

是“黑科技”出没的进博会？瞄

准中国消费升级的需求，全球展

商用他们理解的方式，回应“中

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

看”的邀请。

全球第三大巧克力糖果制

造商——意大利费列罗集团在

进博会上“甜蜜登场”，带来了全

新的饼干类产品。“中国市场那

么大，未来我们要加速开拓以甜

食为核心的多品类市场。”费列

罗中国区总经理马如城说。

德国企业贺利氏在第二届

进博会上带来了5G通信的最新

电磁屏蔽技术。对于中国正在

到来的5G时代，贺利氏副总裁

庞拓乐有着敏锐的嗅觉。他希

望在进博会上，和中国企业探讨

如何加速5G技术的推广应用，

推动智能制造和绿色产业发展。

在第二届进博会的乐高展

台，全球首秀的玩具套装“舞狮”

吸睛无数。龙珠、春联、爆竹等中

国元素一下拉近了乐高产品与中

国消费者的距离。这已经是乐高

集团连续第二年在进博会上全球

首秀中国风情的玩具套装了。

从贸易到投资
展现合作大格局

以小小展位为窗，可以窥探

合作前景之广阔。

进博会期间，乐高还宣布在

上海金山建设主题乐园度假区，总

投资约5.5亿美元，预计2023年

后开园。和乐高一样，越来越多的

参展企业借助进博会这个平台，在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融入中国。

——从“买买买”到“留下

来”，更多外企来中国“安家落户”

中国市场这么大，要不要干

脆留下来？以贸易促投资，外企

深耕中国市场的热情持续迸发。

进博会开幕的第二天，参展

商海克斯康宣布在上海布局华

东区总部和新产业集团；跨国药

企阿斯利康宣布将现有的上海

研发平台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

并在上海成立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随着进博会的推进，一家

家外企迫不及待“官宣”自己在

中国发展的新计划。

在辉瑞生物制药集团中国

区总经理吴琨看来，正在进行中

的进博会是一个“全球化的交流

平台”。本届进博会上，辉瑞和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达成合作协议，将落户博鳌

乐城的特许进口药品会展。

——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更多中国企业“扬帆出海”

在进博会的国家展区，哈萨

克斯坦、印度、牙买加等展馆都

加强了对本国市场的推介，希望

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去投资兴业。

“中国的经济活力很强，很

多埃及人来中国做生意，同时也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埃及

投资。”埃及国民银行展台负责

人汪倩说，目前该行在中国设立

了亚洲唯一的分行。

——从“买东西”到“找伙

伴”，中外企业共享发展机遇

“有机会合作吗？”“你们考

虑来我们这开拓市场吗？”……

在进博会的特斯拉展台上，不断

传来寻求合作的问询。

特斯拉大中华区市场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进博

会，可以更集中、高效地接触到

中国各地的合作对象。“甚至包

括一些投资机构，希望与特斯拉

一起引入更多供应商，发展中国

的新能源车产业链。”

进博会期间，咨询机构毕马

威也找到了未来开拓市场的“战

友”——深圳前海科创投控股有

限公司。未来，双方将携手打造

国际科技创新项目的聚集区。

从做贸易到投项目，从单纯

的买卖关系到携手开展创新

……一系列深度合作，让进博会

这一平台更加体现出链接全球、

互惠共赢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共识带来共赢
成就世界大机遇

“我正在苦练中文，我们也

鼓励本国国民和农场主学习普

通话。”

11月6日，“南美明珠”乌拉

圭在进博会现场举办了一个小

型的新闻发布会。乌拉圭农牧

渔业部部长恩佐·贝内奇说，得

益于中国的扩大开放，近年来乌

拉圭出口中国的大豆和牛肉增

长了30％以上。今年的进博会

上，乌拉圭不仅在国家馆设立了

展台，还组织了由近30家乌拉

圭公司组成的贸易代表团到访。

“乌拉圭可以成为中国市场

一个很好的供应商。”谈到在中

国做生意的前景，恩佐·贝内奇

充满期待。

中国市场，世界共享。进博

会上的世界机遇，属于对开放合

作有共识的市场主体和国家地

区——

“GE是美国企业，也是全球

企业。市场在哪里，我们就走到

哪里。”连续两届参展的通用电

气（GE）国际业务总裁段小缨，

已经是进博会上的“熟面孔”。

从进博会上受益的不仅是世

界500强企业，还有各式各样的

行业龙头和被誉为“隐形冠军”的

优质中小企业。放疗设备企业瓦

里安就是其中之一。今年首次参

加进博会，瓦里安就搭建了品牌

有史以来的最大展台，展示了包

括智慧放疗平台和质子治疗系统

在内的一系列尖端产品。

参加进博会配套活动的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局

长黄国梁说：“从进博会可以看

出，中国市场消费、采购需求巨

大。可以说，新时代的中国是全

球‘隐形冠军’的最佳赛场。”

进博会不仅是一席贸易盛

宴，更是一场开放融通的“东方

之约”，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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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加斯加，世界上最不发

达的国家之一，出现在进博会的食

品及农产品展区。除了独特的猴

面包树造型，展台上的大龙虾、腰

果、辣椒、香草等当地特色农产品，

吸引众多采购商驻足观看、洽谈。

刚刚接待完浙江交易团的

客人，马达加斯加农产品贸易商

陈林抓起一把腰果说：“中国对

马达加斯加农产品有关税优惠，

所以这么大的腰果，每千克只卖

7.3美元。这几天，从电商平台

到线下经销商，我们已经谈了不

少有意向的客人。”

无限的商机，无限的未来。

虽然展商们有着不同的肤色，说

着不同的语言，但来到进博会，都

奔着同一个目标：在中国的大市

场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

进博会还在进行中，更多精

彩的“进博故事”还将陆续上演

……秉持“买全球、惠全球”的理

念，这场中国首创的盛会，注定

将为互利共赢、共享未来的全球

梦描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与记者仇逸、龚雯、桑
彤、有之炘、周蕊、王辰阳）（据新
华社上海11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

8日公布,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432亿美元。

据初步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直接投资净流入277

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693亿美元；外国来华

直接投资净流入970亿美元，仍保持在较高规模。2019年

前三季度，我国证券投资顺差约400亿美元。其中，我国对

外证券投资逾600亿美元，来华证券投资逾1000亿美元。

考虑汇率、价格等非交易因素影响，2019年9月末，我国储

备资产余额32045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加365亿美元。

2019年前三季度
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432亿美元

中国市场 世界共享
——进博会勾勒共赢画卷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刘慧 申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王希）为稳妥有序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务院国资委结合央企混改实践，8日发

布了《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

根据指引，央企所属各级子企业实施混改，一般应履行

以下基本操作流程：可行性研究、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

案、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开展审计评估、引进非公有资本投

资者、推进企业运营机制改革。以新设企业、对外投资并

购、投资入股等方式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履行中央企业

投资管理有关程序。

在“混资本”相关环节，指引明确了资产审计评估、通过

产权市场实施混改和通过股票市场实施混改等方面工作的

操作要点，并重点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和管控方式、

三项制度改革、激励约束机制等“改机制”相关环节的操作

做出了安排。

国资委发布
《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

（上接第一版）全部投身到治理污染、

修复生态的“硬仗中”——政府出资

金、技术、人才，老板再创业搞起生态

园，村民身体力行种树植草……几年

过去，一个个矿坑被修复了，一座座

山坡披上了绿装；农业示范区建成

了，农业生态园开园了，游客慕名而

来，美景如画，游人如织。太行山区

的发展模式也从“卖矿石”变成了“卖

风景”“卖文创”。

昔日矿坑遍布，今朝花果满山。山

景越来越美，“钱景”越来越好，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也深深刻

在了太行山的沟沟坎坎中，融进了太

行山百姓的思想认识和生动实践中。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不少

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

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而大多老区

曾经也是偏远、贫穷和落后的代名

词。太行山区也不例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情系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并多

次深入老区视察。2012年 12月 29

日至30日，党的十八大后总书记第

二次外出考察，就来到全国扶贫开发

重点县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共商脱贫致富大计。“对困难群众，我

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

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总书

记的嘱托，如春风化雨，迅速转化为

各级党委政府的实际行动，惠及了广

大群众。

将近7年过去，阜平用翻天覆地

的变化践行着总书记的嘱托，易地搬

迁、发展产业……一系列的举措让这

个当年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模范县，正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道路上谱写崭

新篇章。

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尤为重要，

太行山区各县依托当地实际探索出

适合自己的富民产业：在平山县孟堡

村，恒温大棚内林蛙蹦蹦跳跳；在阜

平县河口安置区的香菇大棚，一朵朵

褐色的香菇像小伞一样挺立在菌棒

上；在蔚县常宁乡范家堡村，万恒杏

扁经销有限公司的开口杏扁加工正

热火朝天……

太行山中的贫困地区，尤其是深

度贫困地区，正把打赢脱贫攻坚战落

实到每项工作中，并转化为脱贫路上

的强大动力。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好日子

需要大家奋力向前跑。几年来，在省

委、省政府带领下，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打好攻坚战、啃下硬骨头，全省农

村贫困人口从 499 万减少至 39.95

万、贫困发生率从 9.84%下降至

0.78%。到今年底，我省确保33万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1448个贫困村出

列，剩余13个国定贫困县和涿鹿县赵

家蓬区全部摘帽。

“红色”精神，“绿色”传
承，新发展理念走深走实

涉县是129师司令部旧址所在

地，当年金戈铁马，129师驰骋太行抗

击日寇，留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积极探索等一系列广为传颂的“129

师精神”。如今，这种永不磨灭的“红

色”基因正被一代代涉县人传承下

来，转化为贯彻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

不竭动力。

后池村，曾经一个“出门就是山，

旱田挂崖间，路无半步平，吃水下谷

担”的贫穷闭塞的深山村，在这种“红

色”精神的引领下，在干部群众的共

同努力下，20多公里的盘山“愚公路”

建成了。后池村要致富，首先确定了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体思路，

村民们提着锄头再次上山，他们秉持

战天斗地的新愚公精神，投入到万亩

荒山绿化、水利设施建设、梯田清理

整修中去。

不仅仅是涉县，在武安市，以往

经济发展赖以为主的采矿业逐渐退

出“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观光

旅游业、特色农业产业；在平山县、邢

台县、赞皇县、阜平县……全域旅游、

特色民宿等成为百姓口中的“热词”。

涞源县白石山景区插箭岭村的

村民，现在建起了农家院、民宿65家，

床位3500张，老百姓不用出村就能

致富；白石山景区每年创造社会效益

达到10亿元以上。

这些散布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

个发展亮点，不仅成为当地乡村振兴

的样板村，也成为太行山区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的一个缩影。

如今，太行山区沿线的各级政

府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坚定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到 2022 年，太行山

区生产总值将达到6000亿元，年均

增长 7%以上，以高附加值特色农

业、高品质旅游产业、高端健康养

老为主导的山区绿色产业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届时，太行山区将实现

产业发展、群众富裕、生态涵养的

良性互动。

（上接第一版）加强对接合作，推进项目签约和落地。

要积极宣传河北、推介河北，当好河北联系世界的桥

梁和纽带。河北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冀

商、支持冀商、服务冀商，持续开展“三深化三提升”活

动，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着力打造国际化、法

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冀商投资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

开幕式上，衡水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致辞，知名冀

商和民营企业家代表作了发言。

本届世界冀商大会以“同怀燕赵情 聚力高质量”

为主题，将举行项目发布和推介、实地参观考察等一

系列活动，为广大冀商共叙燕赵乡情、共商合作大计

搭建广阔平台。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煜，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笪鸿鹄，富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肖玮，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德江；省领导冉

万祥、葛海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等出席开幕式。

海内外河北商会会长、秘书长，知名冀商企业和

民营企业负责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等800余人参加开幕式。

第三届世界冀商大会在衡水市开幕（上接第一版）在三大需求中，消

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六成，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活

力的同时，也昭示着无限的发展

潜力。

新动能加快成长
工业结构日趋优化

前三季度，全省原煤、焦炭产

量同比分别下降10.9%和4.7%。

房地产库存继续减少，市政设施

管理、教育等短板领域得到进一

步加强。

此消彼长。在坚决“去”、主

动“调”、加快“转”的进程中，我省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壮大。

从三年前的一片寂静，到如

今集聚了81家机器人企业、成为

京津冀区域内门类最齐全的机器

人产业高地，香河机器人小镇新

产业从无到有，反映了我省发展

新动能由弱变强的进程。

前三季度，全省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比

规模以上工业快6.8个百分点。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8%，同

比加快1.7个百分点。在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中，风能原动设备

制造增加值增长45.3%，显示器件

制造增长1倍，高铁动车组制造增

长25.8%，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

制造增长30.9%。在高新技术产

业 中 ，环 保 领 域 增 加 值 增 长

35.8%，高端技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四个领域保持两

位数以上的增长。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全省各

地、各企业不断创新、转型发展的

努力。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工业转型

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技

创新等三年行动计划，取得积极

成效。长城汽车、清河羊绒、白沟

箱包等一批特色产品率先植入工

业设计，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和竞争力。

河北科林电气股份公司邀请

专业设计机构对产品进行工业设

计，组装效率比之前提高了 1.5

倍，产品结构更合理，外观科技感

更强，销售量明显增加。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省经济总量在不断扩大的同

时，产业结构也实现了优化升

级。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新

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经济发展

新意盎然。

种植结构持续改善
农业发展质量提高

又是一个丰收季。据有关部

门初步统计，我省今年秋粮亩产

达371.9公斤，比上年增加13.3公

斤，预计总产量2295万吨，比上

年增加60.6万吨，有望实现单产

和总产双增长。

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

好”；不仅要丰收，还要增收。在

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我省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

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力度，呈现出

农业结构持续改善、生产方式持

续调绿、发展质量持续提高的喜

人局面。

“基地共有5600亩耕地，今

年种的都是‘中麦578’优质强筋

麦。”站在南和县闫里村种植基地

的田头，金沙河农业合作社负责

人李江坡说，基地一年种两季，一

季玉米，一季小麦，都是订单生

产，不用发愁卖粮难。

按照《河北省强筋小麦产业

提质增效推进方案（2019-2022

年）》，到2020年，我省强筋小麦

将发展到400万亩，总产将达到

160万吨。

在优化粮食生产结构的同

时，我省还加快优化果品蔬菜空

间布局，调减非优势区产能。在

太行山—燕山、冀中南平原、黑龙

港流域、冀东滨海、冀北山地、桑洋

河谷和城镇周边重点打造7大果

品优势产区，在京津周边地区新增

十几万亩高端设施蔬菜生产，实现

调优结构和产业富民的统一。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畜牧、

蔬菜、果品三大产业产值占全省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73.9%，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种

植结构明显优化。

“自从使用了喷灌技术，小麦

生产每亩地比原来节约用水60

吨左右，成本减少了至少3倍。”体

验到农业科技发展带来的实惠，

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营村村民南兴

军说。

在藁城，很多乡村都在大力

推广优质节水型灌溉创新模式，

助力全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今

年以来，我省已推广节水小麦

2200万亩，落实季节性休耕200

万亩，年内将实现农业节水6.7亿

立方米，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

提高。

随着质量兴农战略的深入推

进，全省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

色化、品牌化水平快速提升，农业

生产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结构优化支撑“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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