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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5年前，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目的就是促进各国各地区互联
互通，形成联动发展格局，为世界经济
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重申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和秉持的原
则，充分肯定“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就，
宣布中国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掷地有声的话语，
宣示了中国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
更大贡献的决心和信心，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各国人民注
入了新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增强各国
各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为世界经济发
展提供了新动能。5 年来，中国已经
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
作项目已经落地生根。中国同“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
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
位，中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
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5年实践
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与很多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吻合，在世界
范围内推动了经济合作、促进了贸易
投资，为世界经济创造了新的增长点。

共建“一带一路”立足于促进各国

各地区实现共同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搭建了重要实践平台。当
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仅凭单个国家
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
面临的问题。只有协调各国政策，在全
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
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
和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
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理
念，成为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
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
径。5年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参与各
国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
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
展新空间，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推动了参与各国的发展和繁荣。
“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

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
线国家的合唱。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
调的：“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
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
则，没有地缘政治目的，不针对谁也不
排除谁，不会关起门来搞小圈子，不是
有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
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
大道。”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各国
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共
同致力于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落到实处，打
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
力，使“一带一路”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

民。5年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建设跨
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
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
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郑
重宣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
建设‘一带一路’，为亚太和世界各国
人民创造更大发展机遇。”中国有这个
道义与胸怀，更有这个底气与信心。
各国共同担当，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
能有效应对风险与挑战，携手绘就共
同发展的美好画卷，开创世界经济更
加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为世界经济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自贸试验区五周年

《总体方案》90项任务和两批
175项自主创新措施已基本完成；
《深改方案》中的128项任务已完成
77项，其中2018年的84项任务已完
成64项……

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
挂牌三年多来，天津自贸试验区改革
蹄疾步稳，为天津市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写下生动的注脚。

在位于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天津
滨海国际汽车城，来自世界各地的平
行进口汽车琳琅满目。步入期间，仿
佛进入一个高规格的国际车展。

“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有
关平行进口汽车的改革明显提速。
作为民营企业家，我深感改革正越来
越尊重市场主体。”从事行业近二十
载的天津滨海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
董事长同世平感慨道。

近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着力打
造汽车平行进口全产业服务链，大力
推进平行进口汽车综合监管模式创
新，率先出台通关作业流程便利化等
措施，实施汽车海关集中验估，平均
放行时间减少51.7小时。

改革走心，才能聚起信心。
2017年，天津市试点企业进口平行
进 口 汽 车 10.3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94.3%，占全国各试点企业进口总量
75.7%；全国平行车进口量前10家试
点企业中有9家为天津企业。

而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

租赁业正深刻感受“改革红利”。
今年年初，总部位于天津东疆的

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设东疆
项目公司通过共享中飞租外债额度，
成功借入4000万美元外债额度。中
飞租也由此成为全国首家成功对子
公司共享外债额度的企业。

在中飞租财务总监刘海英等业
内人士看来，从经营性租赁业务收取
外币租金政策，到租赁企业外债便利
化试点，从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到
租赁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天
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的各种“先行
先试”，使蓬勃发展的租赁行业真正
找到了“自家人”。

“近年来，东疆持续推出海关异
地委托监管、进口租赁飞机海关跨关

区联动监管等政策创新。”天津东疆
保税港区管委会主任沈蕾介绍，截至
今年10月底，东疆已注册租赁公司
3155家，累计完成1294架飞机的租
赁业务，稳居仅次于爱尔兰的世界飞
机租赁高地。天津东疆的飞机、国际
船舶、海工等跨境租赁业务在全国占
比达到80%以上。

为企业减少负担，才能让经济提
升活力。通过实施口岸通关流程和
物流流程综合优化改革试点，天津自
贸试验区实现货物状态分类监管，通
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出口集装箱每
箱节省费用200元至350元。受益于

“批次进出，集中申报”改革，天津自
贸试验区机场片区内航空维修企业
的维修周转件清关时间已由3天减少

到10余分钟。
简政放权，刀刃向内。天津滨海

新区副区长、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专职副主任张忠东介绍，天津自贸试
验区已在全国率先实现“一个部门、
一颗印章”审批；企业设立“一照一码
一章一票一备案”可以一天办结；3亿
美元以下境外投资项目由核准改备
案，一天办结。

持续推进的改革，同样使天津市
的经济“新动能”持续积聚，由“插花点
缀”渐成“燎原之火”。张忠东介绍，在
积极通过众创空间吸引各类创业团队
和创业企业的同时，天津自贸试验区
还着重引进了以零氪科技、爱奇艺等
为代表的十余家企业。一个以平台经
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为新亮点的

“天津自贸试验区升级版”正在成型。
与此同时，天津自贸试验区还通

过深化改革，推进京津冀区域整体高
质量发展。目前，天津自贸试验区内
新增市场主体中京津冀企业超过
50%，中信集团、中车集团、中铁建集
团、中国泛海、百合网等一批央企、民
企在自贸区设立租赁、航运、物流、贸
易等功能型总部。

“在2017年，天津自贸试验区用
占天津市1%的面积创造了全市约
12%的地区生产总值、近10%的一般
预算收入、四分之一的实际利用外资
额和三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额。”天
津滨海新区区长、天津自贸试验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杨茂荣认为，一系列
成绩，正是改革的红利所在。

天津财经大学自由贸易研究院
执行院长刘恩专认为，通过三年多的
改革创新，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服务辐
射效应充分显现，产融结合发展态势
已基本形成。自贸试验区内的改革，
正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天津自贸
试验区将全面落实各项改革创新举
措，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努力将
天津自贸区打造成转型升级的新高
地、制度创新的新高地、高效管理的
新高地，为天津市和京津冀的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据新华社天津11月20日电 记
者邓中豪）

178项改革试验任务相继落地，
新增企业数量增长4倍多，融资租
赁、跨境电商、航空维修等新业态蓬
勃发展，对标国际的投资服务体系基
本建成……福建自贸试验区设立三
年多来，多项制度创新落地开花，开
放新格局已然显现。

“静静大厅”背后的制度创新

福建自贸区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的大楼内，桥吊司机陈树林坐在屏幕
前，熟练地操作手柄，按下启动按
钮。一公里之外的东渡码头，桥吊缓
缓拉起集装箱，按照电脑指示，将集
装箱准确地放置装船。

“以前我作业的位置是在现场四
五十米的高空上，现在就在办公室
里，码头都没人了。”陈树林说。自
贸区的“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不仅
实现了物流远程操作，更重要的是
码头效率提升、企业成本降低，企业
可随时查询货物进出港和装卸等作
业信息。

电脑操作代替了现场作业，繁忙
的港口变得安静；同样静悄悄的还有
自贸区的报关大厅，在这里“数据跑
路”代替了人员“跑腿”，各个窗口前
排长队等叫号的场景早就不见了。

这是福建自贸区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带来的便利。“单一窗口”联通
国际贸易链条上的海关、海事、商务、

港务等30多个业务部门，日处理单
证量27万票，覆盖了国际贸易主要
环节。通过智能化通关模式改革，自
贸区初步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贸易
便利化服务体系。

“让企业不再需要往来奔跑于不
同单位之间办理各种手续，只要通过
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国际贸易的全
部业务。”厦门自贸片区电子口岸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少华说，企业“一趟
都不用跑”，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压
缩三分之一。

三年多来，福建自贸区的商事
制度集成化改革，实现了从企业注
册到注销全流程覆盖，让区内新增
企业超过7万户、注册资本达1.6万
亿元，分别是挂牌前的4.6倍和 7.1

倍；“四个一”投资审批模式，让投
资项目申请材料由原来的250多项
减少到19项，审批时间压缩四分之
三……一百多项试验任务在福建
自贸区落地开花，制度创新释放了
发展新动能。

“丝路”合作构筑开放新局

福建自贸区位于“海丝”核心区、
连接海峡东西岸通道，从设立之初其

“海丝”合作区的定位就十分明确。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丝路”合

作、共融共通的蓝图在福建自贸区
日益清晰：厦门港共有 52 条航线
途经“一带一路”沿线，共与 18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38

座港口有航务往来；“海丝”沿线16
个国家和地区在自贸区开立73个
人民币代理清算账户，跨境人民币
业务结算量达574亿元人民币；区
内企业宏东渔业在毛里塔尼亚建
设远洋渔业基地，世海公司在几内
亚比绍建设中国-西非远洋渔业
产业园；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
上线运营三年，现货交易额超8亿
元……

从自贸区厦门片区出发的中欧
班列，已开通厦门至波兰罗兹、德国
汉堡、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俄罗斯
莫斯科、匈牙利布达佩斯等5条线
路，通达10个国家。同时班列还通
过海铁联运的方式，延伸至台湾地区
和东南亚，成为一条跨越海峡、横贯

亚欧大陆的物流新通道。

改革试验激发产业活力

自贸区是改革的“试验田”，更要
成为产业的“苗圃地”。

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是落户
于福建自贸区的一家航空维修企业，
得益于航空保税维修等创新监管模
式和政策举措，这家公司抓住了开拓
国内航空维修的市场机遇。

公司事务总监胡浩岩告诉记者，
过去进口航材平均税率在5%以上，
有些部件高达10%，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步伐，公司
以承接境外飞机维修业务为主。但
是，去年在自贸区政策支持下，新科
宇航公司有两项发动机零部件的进
口税率，都大幅下降至1%。“随着进
口税率的降低，我们的国内业务将迎
来明显增长”。

此外，物联网、跨境电商、融资租
赁、保税展示等新产业也在福建自贸
区加快发展。物联网产值超过500亿
元，航空维修占国内总产值四分之一，
成为全国三大飞机融资租赁集聚区之
一，去年自贸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三成多。在自贸区的“苗圃地”里，新
业态、新模式向传统领域渗透融合，推
动产业提质增效，加快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福州11月20日电 记
者李慧颖）

福建自贸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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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试验区：

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

财政部要求地方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有关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要求，增强资助的精
准性，各省份教育、财政部门
可以结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
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指导意见，重新核定家
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贫困面，报
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教
育部、财政部备案。

我国提前下达2019年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11月20日7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六号卫星
及天平一号A星、B星，嘉定一号、软件定义卫星4
颗微纳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六号卫星
搭载发射4颗微纳卫星

据新华社济南11月20日电（记者袁军宝）马
耀南，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长山县北旺庄（今淄
博市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北旺村）。1930年毕业于
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3年，马耀南任长山中学校长，秉持教育
救国的理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日本军国
主义的侵略暴行万分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全
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
死？”下定决心投入到抗战的洪流。

1937年12月，马耀南参加黑铁山武装抗日
起义，成立清河平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
支抗日武装。在他的争取下，长山县保安大队也
参加了起义部队。1938年6月起义部队编为八
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后改称八路军
山东纵队第3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同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部与日军多次作战，围
攻周村、破坏胶济路、坚守邹平城、激战刘家井子，
重创敌人。

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在桓台牛王庄战斗
中遭敌伏击，壮烈殉国，时年37岁。在他的教育
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马晓云和马天民也参加了
八路军，并在抗战中先后为国捐躯。

投笔从戎、赤诚报国的
抗日英雄——马耀南

马
耀
南
像(

资
料
照
片
）
。

新
华
社
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制图/孙发强

近日，财政部
向地方提前下达了
2019 年城乡义务
教育补助经费预算

约占2018年预算执行数的90%
1318亿元

■中央财政从2016年春季学期起，分两步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
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实现相关教
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