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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五周年

“通关高速路”助推企业快速发
展，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瘦身健
体”，区位优势构建东北对外开放新
格局……作为我国东北区域唯一的
自贸试验区，辽宁自贸试验区自去
年4月1日挂牌一年多以来，自贸红
利不断释放，对外开放正在提速，成
功点燃东北改革开放“新引擎”。

“通关高速路”
助推企业快速发展

进口货物从飞机抵港到抵达工
厂耗时2个小时，使货物流转速度
整体提升20％；“先入区、后报关”
模式使货物入区时间由原来的30
小时缩短到5小时；结转时间由原
来的2至3天缩短到1天。

“除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与雄厚的
人才储备，便捷的通关物流是英特尔
选择落户大连的重要考量因素。”英
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公共事
务部总监詹兆洪说。

用制度创新推动全面改革。去
年以来，大连海关通过“通关一体化”

“分送集报”“自行运输”“保税货物区
域结转”等监管制度的创新，逐步形
成全面压缩通关时间的监管服务方
案，获得企业广泛好评。

沈阳海关、辽宁海事局等监管
部门纷纷出台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
创新举措，东北四省区海关在跨部
门一次性联合检查、无障碍通关通
检等10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东北
地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互联
互通格局初步形成。

深化改革
推动国有企业“瘦身健体”

一年多以来，辽宁自贸试验区以
新发展理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
实现国有企业“瘦身健体”。

沈阳片区以沈阳机床集团作为国
企改革试点单位，通过“员工创业、模式
创新”及“资源共享、价值分享”，开创了
基于全要素价值分享模式的国有企业

“内创业”模式。在实现国有资产重新
布局、传统业务转移的过程中，通过智
能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国资国企
改革与沈阳片区“放管服”改革“内外
联动”，为推动实现国有企业“瘦身健
体、提质增效”、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营
口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作为出资人，
将营口市妇婴医院、营口市中医院、营
口市康复医院三家医院资产进行整
合，组建营口市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完成资产划转等工作，并与第三方
企业在自贸区内成立合资公司，使各
种所有制资本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区位优势
构建东北对外开放新格局

辽宁是连接亚欧通道的重要出
海口，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港口优
势正在助推东北对外开放新格局的
构建。辽宁依托自贸试验区，不断加
快沈阳跨境铁路通道、大连东北亚国
际航运中心和营口港海铁联运建设。

2017年9月9日，由沈阳开往德
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在沈阳东站
首发，该班列全程9326公里，运行
17天，比传统海运节省了至少一半
时间。该班列的开行也为自贸试验
区与欧洲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搭建
了双向“快车道”。

“今年1至10月，大连港至俄罗
斯的‘三星’班列完成0.5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37％。”大连港集装箱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曲东旻说，来自
三星天津工厂、苏州吴江工业园区及
深圳工厂出口至俄罗斯的机电产品
逐渐通过“三星”班列运送，得益于良
好的基础设施，“辽满欧”未来有望成
为中欧班列的主力通道。

（据新华社沈阳 11 月 21 日电
记者白涌泉 高爽）

辽宁自贸区点燃东北改革开放“新引擎”

新华社杭州11月21日电（记者
黄筱）“不产一滴油”的浙江在中国能
源版图上的位置日益重要。今年前
十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浙江自贸试
验区保税燃料油直供量达294.45万
吨，同比增长118％，舟山跃居国内
第一大供油港。

浙江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唯一一
个由陆域和海洋锚地组成的自贸试
验区，实施范围全部都在浙江舟山。
相比国内其他自贸试验区，浙江发挥
舟山的地理位置优势，在产业上更加
聚焦，以油品全产业链投资便利化和
贸易自由化为重点。

浙江省省长袁家军介绍，油品全
产业链建设是浙江开放发展的重大
举措，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浙江自贸试验区正加快
打造国际油品交易中心、国际油品储
运基地、国际石化产业基地、国际海

事服务基地和大宗商品跨境贸易人
民币国际化示范区的“一中心三基地
一示范区”。

据了解，浙江自贸试验区自
2017年4月1日挂牌成立以来，从争
取审批权限下放、开放供油市场、便
捷口岸服务、完善管理制度等各方面
着手，围绕油品领域的体制机制创
新，已经形成5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
中全国首创的有23项。

不久前举行的世界油商大会期
间，杭州海关推出十项支持浙江自贸
试验区建设创新举措，其中一条“不
同税号保税油品混兑”含金量十足。

在浙江自贸试验区的一企业油
库内，记者看到该创新举措开展局部
试点，两种不同税号、合计4.5万吨的
保税油品在油罐内完成混兑调和，成
为全国首票“不同税号保税油品混
兑”业务。

“整个混兑过程中，海关关员通
过信息化系统，对油罐内油品状态及
数量进行实时监控，对混兑期间油罐
液位变化进行实货监管。”杭州海关
隶属舟山海关加工贸易管理科科长
张晓莉说。

根据试点情况，混兑后每吨保税
燃料油价格能降低约1.5美元，缩小
了与新加坡的差距，对提升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通过开放供油市场、便捷
口岸服务、实施混兑调和等一系列
措施，舟山与新加坡的保税燃料油
价格差距已经不足10美元，在东北
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都具有较强的
竞争优势。

浙江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夏文忠表示，做好保税燃料油这篇文
章，浙江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一系列相
关的政策探索和突破，例如制定出台

浙江自贸区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经
营管理暂行办法和供应业务操作规
范，填补了国内保税燃料油行业的制
度空白。

油品的大规模供应离不开设施
完备的储运基地。在舟山离岛片区，
总库容5500万立方米、6个30万吨
级以上泊位和151公里输油管线的储
运基地已见雏形，各类主体参与投资
建设油品接卸泊位、储运罐区、输油
管道等设施，并且创新油品储运管理
模式，形成以原油为主，汽油、柴油、航
空煤油、液化气等多品储备的模式。

在加快布局油品产业链的同时，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全球油
商、油企在浙江投资发展提供优质高
效服务尤为重要。夏文忠介绍，浙江
自贸试验区在商事登记领域实现“最
多跑一次”全覆盖，98％以上事项开
通网上申报渠道，此外外商投资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
浙江省内率先实现外资备案无差异
跨区域就近就便办理。

因此，有更多的国际船供油巨头
选择舟山为起点开拓中国市场，如浙
江省海港集团与维多集团合资成立
海港能源公司，新加坡协力石油公司
在舟山注册等等，今年世界油商大会
涉及总金额1656亿元人民币的25
个项目在会上签约。

费氏全球能源咨询公司分析认
为，舟山保税燃料油供应量与知名度
的快速提升，已经改变了东亚燃料油
供应格局。

浙江自贸试验区相关负责人分
析，到2020年浙江自贸试验区保税
燃油供应量将突破700万吨，形成
15家以上内外资结合的国际化保税
燃油供应市场，真正建设成为东北亚
保税燃料油供应中心。

浙江借自贸试验区加快布局油品全产业链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为国家谋发展，也为世界作贡献，
这是中国人民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

“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
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
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
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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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
大历程，郑重宣示了中国为世界继续
作贡献的务实行动，彰显了中国始终
做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坚定决心。

40年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发展了
自己，也造福了世界。40 年来，中国

人民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坚持打开国
门搞建设，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
长 198 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
超过 147 倍，累计吸引外资超过 2 万
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
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旅游市场、130
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40年来，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积
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支持广大
发展中国家发展，保持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较高贡献率，为应对亚洲金
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
源”。面向未来，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

决心不会改变，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
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便车”。今年以来，习近平主
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等场合都
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开放举措。在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上，习近平主席又重申中国将坚持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大幅度放宽市场
准入，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创造更
具吸引力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中国一
系列举措充分表明：中国将始终是全
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支持
自由开放贸易、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的决心不会有任何动摇。

“我相信，中国近 14 亿人口的大
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
活力之源！”习近平主席铿锵有力的宣
示，已经并将继续为事实和行动所证
明。随着11月1日新一轮降税措施实
施，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 7.5%，
超出了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也低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布了外
商投资准入新的负面清单，在金融、汽
车、飞机、船舶等领域进一步开放。根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
名比去年提升30多位，成为营商环境
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成
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
引了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3600多家企业参展，40多万名境内外

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4500多名各界
知名人士出席虹桥国际经贸论坛。中
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
多年保持在30%以上，同时正在加快从
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长期稳定
向好的总体势头会继续保持下去。中
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
源，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
市场，中国有这样的条件和底气。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
也需要中国。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
民将不仅能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更将
为世界共同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为世界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据新华社石家庄11月21日电（记者许苏培）
杨裕民，1889年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
1906年考入天津工艺学堂。1916年任天津直隶
工业试验所化学工业科技士。1920年赴美国学
习造纸专业，获博士学位。

1924年，杨裕民回到家乡。在父亲杨立三的
支持下，创办“立三平民女子学校”。不限年龄，
不论家庭贫富，学生免费入学。为了反抗男尊女
卑的封建思想，他写下“女子有才便是德”的巨幅
牌匾，悬挂在女子学校里。1928年受聘于河北工
学院，任教授兼斋务科主任。1931年，首创“碱法
亚硫酸盐苇浆造纸技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全境沦陷。
杨裕民痛愤地说：“御侮复仇，非讲求武备不为
功。”在他的倡导下，河北工学院特别注重军训、体
育、国术，他以身作则，每晨熹微即起，与学生同拳
击，数年如一日。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裕民加入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任委员，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春，中共河北省委为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
计划在冀东举行大规模工农武装抗日大暴动。杨
裕民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军政治部主任，参与组
织发动工作。6月，八路军由平西出发到达冀东丰
润、玉田后，他率部协同作战。七、八月间，与日军
作战50余次，毙敌甚众，收复玉田等15座县城。

1939年6月，杨裕民从冀西来到太行山黎城
八路军总部，他提出“必须搞工业，以保证军需”的
建议得到了朱德的支持，受命在八路军总部负责
军工工作。7月21日，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医
治无效病故，时年50岁。

抗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杨裕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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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11月21日电（记者朱旭东）张
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4岁起读私
塾，15岁始参加科举考试。16岁应院试，被取中
第26名，获得了秀才称号。1894年，张謇北上应
试，高中状元，在翰林院任修撰。

正当张謇蟾宫折桂之际，前线传来北洋水师
迭遭败绩的噩耗。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
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是中
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一大标志，对张謇而
言，也是他人生道路改弦易辙，投身“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的一大转折。张謇决心放弃仕途，兴
办实业，发展教育。

通过研究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关贸易册，张
謇发现中国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
铁。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
及开采铁矿、建造制铁厂，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
经济界之全权”。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张謇总理南通
上海一带商务，授意他创办纱厂。1899年，一座
拥有20400枚纱锭的近代化纱厂在南通唐家闸
建成。张謇根据《周易·系辞》所载“天地之大德曰
生”，给纱厂取名“大生”。“大生”二字，寄托了张謇
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

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后，他又先后创设一系列
实业、文化、教育事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
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还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
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形成一个
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
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1912年，张謇接受孙中山的任命，担任南京
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兼江苏两淮盐政总理。
1913年加入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农商部
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他因反对袁世
凯称帝而辞掉所有任职，回到南通故里，继续从事
实业、教育、文化事业。他创建南通纺织专门学
校，培训纺织技术人才；筹办棉业试验场，推广棉
花良种，发展民族棉纺织工业。

张謇去世时，给南通留下一个拥有50多家企
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民族资本集团；由400多
所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一套完整
的水利、交通、供电等市政基础设施，以及一系列
公益慈善事业。南通也因此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
建小县城，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兴城市。

张謇的名字是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联系在
一起的。1956年 2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
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
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
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
记卢作孚。这是对张謇所作贡献的最好评价。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强毅力行，
先贤张謇践行“实业救国”

据新华社马尼拉 11月 21日电
（记者缪晓娟 陈贽）国家主席习近平
21日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众议长阿
罗约和参议长索托。

习近平称赞阿罗约和索托是中国
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赞赏两位议长长
期以来为中菲友好所做大量工作。习
近平指出，近年来，中菲关系焕发新的
活力，实现了由转圜、巩固到提升的跨

越式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了
地区和平稳定。昨天，我同杜特尔特总
统一致决定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更好引领两国关系发展。我们要沿
着这一正确道路继续大步向前，深化务
实合作，夯实双边关系物质基础，加强
人文交流，筑牢双边关系民意基础，妥
处南海问题，坚持双边关系发展正确方
向，做共同发展的好邻居、好伙伴。

习近平指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
是中菲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
菲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现出
广阔发展前景。希望菲律宾参众两院
能够为促进中菲友好发挥更大作用。
两国立法机构要互学互鉴，加强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交
流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
中的协调和配合，为两国关系发展提

供助力。希望菲律宾议会支持政府推
进同中国务实合作，支持、推动两国在
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让中菲
关系的民意基础更加坚实。

阿罗约和索托欢迎习近平访问菲
律宾。他们表示，菲中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两国全方位合作良好，中
国是菲律宾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伙伴之
一。菲律宾感谢中国对菲律宾发展的

支持，愿学习中国在短时期内实现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经
贸、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促进人文交
流，增进两国人民利益。菲律宾参众
两院赞同将菲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合作关系，支持杜特尔特政府发展好
菲中关系，愿加强同中国立法机构交
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造福两国人
民，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众议长阿罗约和参议长索托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
21日下午，在结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
独立国、文莱达鲁萨兰国、菲律宾共和
国国事访问，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

国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国家
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
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
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21日下午，习近平离开
马尼拉启程回国。菲律宾政府高级官

员到机场送行。
离开马尼拉前，习近平还亲切会见

旅菲华侨华人代表，鼓励他们为菲律宾
发展和中菲友好合作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回到北京

结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文莱达鲁萨兰国、菲律宾共和国国事访问，在巴新
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