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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地程序 确保农民知情权

征地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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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会开幕前，来自德国巴伐利
亚州的专业投资人安迈尔就已经在
广东、江苏等地拜访了多家客户。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巴
伐利亚州是德国的创新重镇，两地
有着共同的‘创新基因’。高交会
是‘中国科技第一展’，期待能继
续在这个大舞台找到更多趣味相投
的伙伴，促成更多、更深入、更广
泛的合作交流。”安迈尔说。

安 迈 尔 管 理 的 ThinkTank
Networks 是一家德国市场开发咨
询公司，主要面向中国企业提供德
国市场开拓及营销的战略咨询服
务，这是第六次作为德国巴伐利亚
州的代表之一参展高交会。安迈尔
说：“6 年前，中国国内工业企业
更多地关注国内市场。如今，随着

‘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在一些
大型企业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始沿着‘一带一路’走向欧
洲，把开拓国际市场作为战略发展
方向，ThinkTank 公司的业务规
模也越做越大。”

据介绍，在参展的海外展团数

量、海外团组的国家地区数量及参
展面积方面，第十九届高交会延续
增长势头，创下历史新高，总展览
面积将超过 12 万平方米，有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约 3000 家展
商、逾万个项目参展，其中有 27
个属“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从首届高交会起，德国巴伐利
亚州就开始参展高交会，今年将是
第十九次亮相。本届高交会上，巴伐
利亚州展团将展示来自德国的众多
创新产品及服务内容，涉及专用电
动机制造、能源系统与元件及能源
供应、电阻器技术、电子服务、卫星
增强系统无接触精确测量、智能电
力线通信活动、智能电网与能源管
理、电动交通解决方案等领域。

首次参展高交会的德国慕尼黑
室内导航公司NavVis大中华区总
经理萧翰告诉记者，“高交会为中
德科技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非常
高兴可以把德国先进的VR室内地
图/导航、智慧建筑、工业 4.0 物
联网综合性解决方案介绍到中国”。

伴随高交会国际化程度的提

升，一些外国展团和机构成了高交
会的“常客”和“铁杆粉丝”。俄罗斯
教科部、德国纽伦堡工商会、比利时
瓦隆区等连续19年组团参展，澳大
利亚、希腊、巴基斯坦、伊朗、马来西
亚、波兰、荷兰、欧盟等国家和国际
组织也连续多年参展。借助高交会
平台，他们积极开展宣传推介，广泛
接触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务实合
作，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效果。

记者采访到的多名外国参展商
都表示，在规模、规格和影响力
上，高交会与国际一流展会相比，
已经毫不逊色。俄罗斯国际信息通
讯联盟副总裁盖纳金·波波夫说：

“深圳和高交会每年都会给我惊喜，
总会有新变化。专门设置的‘一带
一路’展区非常特别，给相关国家
和地区都带去了活力与商机。”

在本届高交会上，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与拉美区域一体化倡议
的融合对接令人瞩目。阿根廷首次
参展，拉里奥哈省省长塞尔吉奥·
吉利尔莫·卡萨斯将率领大型代表
团出席高交会并在高新技术论坛发
表主旨演讲；中巴创新中心继续参

展，巴西南部工业商会总裁将率领
大型采购团访问高交会。

众多东欧国家成为高交会新生
力量。立陶宛经济部副部长丽娜·
萨白帖涅将率团出席并在高新技术
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捷克工贸部组
团参展，将展示捷克在人工智能、
信息与通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
最新技术与产品；爱沙尼亚企业局
将展示斩获无数大奖的“无线智能
路灯控制系统”；匈牙利布达佩斯
校园初创中心带来了欧洲顶尖的创
新创业年轻人，举办创业大赛……

高交会“国际范儿”越来越
足，作为“粉丝”的安迈尔认为，
与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等国际一流工
业展会相比，前者更多地展示科技
单品，后者更注重展示系统化的工
业解决方案。此外，对于在高交会
上展示的单品较为集中在智能制造
产业这一现象，安迈尔认为，无论
创客还是投资人都应放眼长远、理
性审慎，不可盲目跟风，应着眼于
产业可持续发展，继续做好与市场
紧密结合的创新，进一步做强现有
优势，完善产业配套能力。

展示开放成果 汇聚新生力量
——写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开幕之际（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喻 剑 杨阳腾

本报南京11月13日电 记者
黄晓芳报道：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
卫星13日表示，征地制度改革试点
还有一年多的攻坚期，要加强与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
度改革的深度融合，勇于破解重点、
难点问题，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效果。

本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宣
布，原定今年底结束的全国 33 个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期限延长
一年。改革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外界
对此充满期待。

曹卫星表示，国土部将进一步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农民
土地权益。要把握好改革要求，缩
小征地范围，重点探索认定办法，
规范征地程序，重点确保农民知情
权。制定征地补偿标准，重点坚持
公平合理补偿，建立多元保障机
制，重点落实保障长远生计的途
径。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重点
搞好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收益分配的大体平衡。

曹卫星同时要求，继续加大征
地信息公开力度，建好全国征地信
息共享平台，全面、及时、准确公开
征地信息，规范征地行为，保障被征
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减

少征地矛盾纠纷。
近期，我国耕地保护的一大创

新是耕地占补平衡“算大账”。曹
卫星表示，国土部将规范指标跨区
域调剂。坚持县域自行平衡为主、
省域调剂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
充。加强对跨区域指标调剂的管
控和指导，综合考虑补充耕地成
本、资源保护补偿和管护费用，合
理确定调剂价格，引导收益分配使
用。优先支持贫困地区指标调出，
加大扶贫攻坚支持力度，严格落实
耕地补偿制度。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

衡的意见》出台，强调将加强对耕
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激励，实行
跨地区补充耕地利益调节。这就
意味着贫困地区将优先获得指标
调出，从而使土地产生更大效用，
换取急需的发展资金。

据了解，我国将严格控制建设
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继续实
行耕地先补后占，倒逼建设用地总
量控制和减量化管理，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同时，拓宽渠道算大
账，转变补充耕地方式，实行多来源
途径、多资金渠道补充耕地用于占
补平衡。建立耕地数量、水田、产能
储备库，实行指标分类管理。

本报北京11月13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
统计局今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三季度全国工
业产能利用率为76.8%，与二季度持平，与去年同期相
比提高 3.6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累计，全国工业产能
利用率为76.6%，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为近五年来
最高水平。

分行业看，在调查的41个大类行业中，有30个行
业三季度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上，有39个行业同比回
升，有近半数行业环比回升。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司长文兼武表示，进入三
季度，受7、8月份高温多雨天气及部分企业停产检修
等短期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略有放缓。但受益于
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去产能成效愈加凸
显，供求关系稳步改善，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仍
保持平稳态势，同比回升明显。

其中，钢铁行业受益于国家去产能特别是今年上
半年全面取缔“地条钢”，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合规企
业生产积极性提高。三季度，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7%，同比和环比分别提高4.4个
和 1.0 个百分点，延续了六个季度回升态势，为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69.0%，同比提
高10.6个百分点，环比提高1.3个百分点，延续了五个
季度的回升态势，为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部分
环保安全不达标企业关闭或停产整顿、先进产能释放
存有一定时滞等因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
用水平仍有上升空间。

装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 79.1%，同比提高 3.9
个百分点，环比基本持平。其中，汽车制造业受
SUV 乘用车和载货汽车需求拉动，产能利用率连续
三个季度保持在 80%以上的高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3.7 个百分点。电子通信、仪器仪表行业稳中有升，
产能利用率均达 80.4%以上，比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2.0-5.2 个百分点。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行业三季度
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6.5%和 75.0%，比去年同期分别
回升 5.7 个和 3.8 个百分点。

消费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7.4%，同比上升3.4个
百分点，环比持平。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酒
饮料精制茶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在 75%—76%之
间，同比环比均有回升；纺织、纺织服装、化纤、家具、造纸以及医药制造行业今
年以来产能利用水平一直较高，三季度产能利用率均在78%以上。

文兼武表示，下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防止
“地条钢”等违法产能死灰复燃。要有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继续淘
汰无效和低端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加快培育新动能，以促使工业经济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得以持续。

本报西安11月13日电 记
者雷婷 刘畅、通讯员焦键报道：
随着55601次动车组试验列车今
天从西安北站驶出，一路向南驶
向江油站，西成高铁进入开通前
的全面验收阶段，也标志着西成
高铁进入开通倒计时。

西成高铁是我国首条穿越秦
岭山脉的高速铁路。线路自西安
北站引出，自北向南穿越关中平
原、秦岭山脉、汉中平原、巴山山
脉进入四川盆地，与成绵乐城际
铁路相连，接入成都东站。其中，
新建线路西安北至江油段全长
509 公里，其中陕西省境内约
343 公里，四川省境内约 166 公
里。全线设 16 座车站，设计速度
为每小时 250 公里，将于今年年
内开通运营。届时，西安至成都列
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16 小时
缩短至3小时。 一列动车组试验列车驶过秦岭深处的西成高铁佛坪站。 唐振江摄

西 成 高 铁

进入开通倒计时

本报北京11月13日讯 记者曾
金华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
中国证监会今天发布通知，就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
沪港通）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
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
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
价所得，自 2017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2019年12月4日止，继续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

沪港通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
启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建立技术连接，使内地
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公司
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
所上市的股票。当时财政部等三部门
明确，对内地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港
股的转让差价所得，自 2014 年 11 月
17日起至2017年11月16日止，三年
内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部门发布通知：

沪港通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本报山东泰安11月13日电 记
者王金虎报道：我国首个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协会与行业优势企业共同推
动建立的技术创新联盟——壳聚糖
材料医卫应用技术创新联盟，今天在
山东泰安成立。该联盟的成立，将为
我国海洋材料研究推广搭建一个跨
领域的平台。

壳聚糖是由虾蟹等几丁质经过脱
乙酰作用得到的产物，具有显著的杀菌
防霉、止血促愈等生物学特性。山东宁
阳的海斯摩尔公司，历经十余年的自主
创新，实现了纯壳聚糖纤维的千吨级产
业化，成为该领域全球首个实现产业
化、工程化的企业，已申请国际国内专
利120余项。

中国人民银行11月13日公布
数据显示，10 月末，广义信贷（M2）
余额为 165.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创下历史新低。当月新增人
民币信贷6632亿元，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1.04万亿元。

今年下半年以来，M2 增速明显
放缓。继8月跌至8.9%后，9月M2增
速反弹至9.2%。10月，M2增速再度
明显下降，创下历史新低。

10月M2增速放缓与当月贷款
增速回落、财政存款大幅增加有
关。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陈冀认为，尤其是10月财政存
款的大幅增加拉低了 M2增速。今
年 10 月，财政存款新增 1.05 万亿
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3679 亿元，较
2015 年同期多增 5389 亿元，为历
史次高水平。“财政存款多增从数量

上或能解释 M2 增速出现 0.3 个至
0.4个百分点的回落。”陈冀说。

另一影响因素则是银行同业业
务的收缩。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
员温彬表示，今年以来，在金融监管
加强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增速放
缓，金融去杠杆效果明显，同业业务
货币派生效应减弱，这也使得10月
M2增速重回9%以下。

10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看似环
比明显回落，较上月下降 6068 亿
元，但实际上并不少，比2014 年至
2016 年 同 期 均 值 还 多 出 921 亿
元。从季节特征上来看，每年四季
度，信贷投放都有所放缓，尤其是

10 月第一周为国庆长假，因此，每
年10月通常是信贷投放的“小月”，
与 9 月相比，出现大幅下降也在意
料之中。

但信贷结构上的变化值得关
注。其中一个变化是，企业中长期
贷款同比多增 1638 亿元，表明“脱
虚向实”政策的效果正持续释放，实
体经济信贷需求并不弱。

另一变化是，从结构看，住户部
门新增贷款占比68%，较上月回升
10个百分点，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3710亿元，占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
的56%，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短
期贷款占比12%，较上月下降8个百

分点。对此，温彬认为，这表明在监
管机构持续加大对短期消贷资金违
规流向房市审查背景下，居民短期
消费贷款增速显著回落，中长期房
贷占比虽有所回升，绝对值仍呈下
降趋势。

“短期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
中性。”陈冀认为，央行正不断加强
对市场的预调和预期引导，体现了
其维稳市场流动性、平滑利率波动
的目标。目前也不宜过度解读 M2

增速的回落，短期超预期增长的财
政存款未来会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
形式回到经济流通领域，届时或又
会支撑M2增速小幅反弹。

10月份M2同比增长8.8%——

季节性因素致 M2增速再度走低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壳聚糖医卫应用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本报石家庄11月13日电 记者
雷汉发、通讯员李保健从河北省发改
委 获 悉 ：自 2013 年 启 动 去 产 能

“6643”工程以来，截至今年9月，河北
全省累计压减炼钢产能6993万吨、炼
铁产能6442万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煤炭消费量削减4169万吨；截至今年
10月，全省累计压减水泥产能6718.5
万吨、平板玻璃产能6406万重量箱。
至此，河北省与国家签订的“6643”目
标任务全部提前超额完成。

2013年9月，环保部代表国务院
与河北签署责任书，决定实施“6643”

工程，到 2017 年底，压减钢铁产能
6000 万吨；到 2017 年底，以 2012 年
为整数，净削减煤炭消费量 4000 万
吨；“十二五”期间，淘汰水泥落后产
能 6100 万吨以上，平板玻璃落后产
能3600万重量箱。

4年多来，河北省将压减产能作为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的根本之策，严格执行环保、能耗、水耗、
质量、技术、安全六类严于国家的地方标
准，开展钢铁、煤炭产能指标置换交易，
把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
头炮”，提前超额完成了“6643”工程。

河北提前超额完成去产能“6643”工程

本报北京11月13日讯 记者黄
鑫报道：工信部与深圳市今天联合宣
布，将于2018年4月9日共同举办第
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
长、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组委会办公
室副主任吴胜武表示，第六届中国电
子信息博览会将以“智领新时代、慧享
新生活”为主题，突出展示新时代中国

IT产业在核心技术创新、培育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IT技术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
瞄准信息技术最新发展趋势，集中
展示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高端
芯片、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等内容，
打造国际化一流电子信息领域展示
平台。

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明年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