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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品牌是一座城市最具识别度的
标识，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竞争力的集中
体现。进入新时代，发展以高质量为要、治理
以高品质为先，能否打响具有影响力的发展
品牌，将直接决定城市的吸引力、创造力、竞
争力。本报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报道上海
着力打造“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

“上海文化”4个品牌，推动中心城市功能落
地、做优、做强，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的实践。

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已经成为整个航运
市场的风向标、晴雨表；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上海金”定价机制正在国际市场发挥作用；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室内设计节、上海
国际车展，一系列名节名展已经在各自领域
崭露头角……这些成绩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上海服务。

“面向未来，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要
体现服务功能的辐射度，就必须解决‘好不
好’‘优不优’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发改委主任马春雷告诉记者，为实现“上海
服务”的“好”与“优”，上海将先行先试，率先
推动国家扩大服务业开放重大政策落地；加
快推进生产型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拓展，
生活型服务业向精细化、高品质提升；努力创
造服务行业的新特色，培育服务经济的新增
长点，打造功能提升新样板。

在改革开放中展现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总部位于上海
的携程旅行网，先后与英国、澳大利亚、拉脱
维亚、新加坡、泰国等多个国家开展合作。
数据显示，2017 年携程累计服务“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入境游客超过 400 万人次，同
时向上述国家输送游客超过 1000 万人次。

携程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在线旅游企业，
2017 年总交易额突破 5600 亿元，实现净利
润超过40亿元。

服务能级体现在辐射度，辐射度表现在
企业的服务半径。对标卓越的全球城市，在
新时代背景下，已确立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上
海，如何深化对“上海服务”内涵的认识？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郭宇表
示，服务功能是上海的核心功能，“上海服务”
内涵丰富，包括进一步增强经济中心城市服
务功能、提升服务经济能级、提高服务国家战
略能力和深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多方面。

携程旅行网CEO孙洁表示，伴随着上海
服务能级的提升，2020年携程总交易额预计
将突破1.2万亿元。未来5年携程还将进一
步推进多品牌战略，拓展国内外市场，国际收
入占比将达40%至50%，力争成为全球最有
价值的旅游服务企业。

携程并非个例，在建设领域，上海建工已
在柬埔寨、尼泊尔、蒙古、马来西亚和东帝汶
等12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业务，完成
和在建的项目共25个。上海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龚剑告诉记者，未来建筑
企业的传统工作方式会实现颠覆性变革，上
海建工也将从传统“工程承包商”转向“建筑
服务商”，成为“中国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商
领跑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提升服务能
级、着力打造服务新优势，上海有基础、有优
势、有底气。“在金融服务领域，上海已会同在
沪金融管理部门，争取金融服务业开放相关
举措的先行先试，在扩大外资股东持股比例、
扩大经营范围等方面率先突破。”上海市金融
办副主任李军表示，比如，落户在上海的全球
3大保险经纪集团之一的英国韦莱保险经纪
公司，已获批成为全国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
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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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
者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
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
会晤。

习近平欢迎默克尔第 11 次访
华，赞赏默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高度
重视。习近平指出，2014年中德建
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
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合作广度和深
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方愿同
德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
迈上新高度。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要做合作
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
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超越意识形
态差异的合作者。这应当是双方下
阶段推进两国关系共同努力的方
向。双方要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
对双边关系的顶层设计，鼓励两国各

领域交流合作，用好机制性对话，我
们欢迎德国抓住中国新一轮开放机
遇；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共同做大
蛋糕、做大产业、做大市场，双方可以
在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
开拓第三方市场；要以人文合作为抓
手，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要展
现中德两国的责任和担当，共同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我们愿继续同德方
在多边框架内一道推进全球治理和
多边主义，在推动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方面加强沟通合作。中方赞赏德方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欢迎德国企业
积极参与。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坚定支
持欧洲自主选择的一体化道路，希
望欧盟保持团结、稳定、开放、繁
荣。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坚定倡导
多边主义，向国际社会发出更多明

确、可预期、提振信心的信息，推动
国际形势朝着稳定和有利于各方的
方向发展。

默克尔表示，很高兴连任德国总
理后很快来华访问。我赞同习主席
对德中关系的评价。中国是国际社
会重要成员，是德国重要贸易伙
伴。德中关系已进入新时代，德国
愿抓住中国深化开放带来的新机
遇，扩大德中贸易投资合作，扩大
人文交流。在当前世界形势发生很
大变化的背景下，德中两国要加强
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调，密切在二
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业已富有成
效的合作。德国支持增进欧中合作
关系。

双方还就国际贸易、伊朗核问
题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晤。

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
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

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孙孚凌
同志的遗体，24日在北京
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孙孚凌同志因病于
2018年5月18日13时56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孙孚凌同志病重期间
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
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
形式对孙孚凌同志逝世表
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24日上午，八宝山革
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
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
念孙孚凌同志”，横幅下方
是孙孚凌同志的遗像。孙
孚凌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
花翠柏丛中。

上午9时许，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孙孚

凌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孙孚凌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孙孚凌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
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孙孚凌同志
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孙孚凌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孙孚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孙孚凌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5月24日，孙孚凌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这是习近平与孙孚凌亲属握手，表示
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 （广
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进一步深化中国 （天津） 自
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进
一步深化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
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
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广东、
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以
来，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结合当地
实际，开展各具特点、各有侧重的
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改革创新成果，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企业专属网页政务服务新模
式、以信用风险分类为依托的市场
监管制度、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四
个一”、企业简易注销等改革试点
经验已向全国复制推广，改革红
利、开放红利逐步释放，总体上达
到了预期目标。

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要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以风险防控为底
线，继续解放思想、先行先试，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率
先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
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形成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要赋予
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升政府
治理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和
竞争新优势等方面进一步挖掘改革
潜力、破解改革难题。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打造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高水平
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和粤港澳大湾区
合作示范区，提出了建设公正廉洁
的法治环境、建设金融业对外开放
试验示范窗口和深入推进粤港澳服
务贸易自由化等18个方面的具体举

措。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构筑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创国际竞争
新优势、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
区，提出了创新要素市场配置机
制、推动前沿新兴技术孵化和完善
服务协同发展机制等16个方面的具
体举措。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
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深化两
岸经济合作、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提出了打造高标
准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服务
标准化透明化和加强闽台金融合作
等21个方面的具体举措。

方案强调，广东、天津、福建
要把握基本定位、加强组织实施、
强化使命担当、完善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地方和部门积极性，系统推
进改革试点任务落实。要及时总结
评估试点任务实施效果，加强改革
系统集成，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更好服务全
国改革开放大局。

（详细报道见第三版）

国务院印发方案

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改革开放

星期五
2018年5月

农历戊戌年四月十一

第12730号 （总13303号） 今日16版

日25

近来，一连串“安徽制造”令人瞩目：
“墨子号”卫星首次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
缠分发；京东方 10.5 代 TFT-LCD 生产
线、12 英寸晶圆驱动芯片制造项目实现
量产；蚌埠 0.12 毫米超薄电子触控玻璃
成功下线，刷新世界纪录……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新兴产
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安徽制造业品牌多
点开花——这一切的背后，是安徽坚定走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之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表示，安徽目前
的发展态势，体现在“三个转向”，从要素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中低端转向中高
端，从粗放低效转向绿色发展。

创新驱动始终是安徽省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安徽省加快推进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
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省“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建设，
推出一批原创性重大创新成果；突出建设

“一室一中心”，首批组建10个新时代安

徽省实验室和10个新时代安徽省技术创
新中心，作为国家创新基地“预备队”、省
级创新基地“先锋队”；创新“引擎”日渐强
劲——合肥重大科学装置建成数量居全
国前列，全省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
方阵。

在经济发展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过
程中，安徽省积极化解“三煤一钢”等企业
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动市场出
清，腾出发展空间，支持中高端制造业发
展。去年，安徽省出台支持制造强省建设
若干政策，聚焦高端、智能、绿色、精品和
服务型“五大制造”，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制
造业企业发展。仅制造强省“政策10条”
去年就拨付23.7亿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至2599个企业或项目。如今，新能源汽
车、智能家电、智能语音等24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已初具规模，2017
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 重 达 25.6% ，今 年 一 季 度 又 提 高 到
28.8%。

在从粗放低效转向绿色发展过程中，
安徽省加大“三河一湖一园一区”生态示
范创建力度，深入推进新一轮巢湖综合治
理，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率先建立“林
长制”，促进河长治、湖长治、林长治。
2017 年全省 106 个河湖水质考核断面
中，水质优良比例为77.4%，单位GDP能
耗下降 5.3%，今年一季度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行业投资增长1.2倍。

在“三个转向”的带动下，安徽省高质
量发展的脚步进一步加快。统计数据显
示，去年，全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提高到 55.95%；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增长21.4%，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14.8%。

今天，以“创新驱动 制造引领 拥
抱世界新工业革命”为主题的2018世界
制造业大会即将在合肥开幕，2018中国
国际徽商大会也将同期举办。主办方表
示，这对推动安徽省加强制造业创新能
力，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优
势，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推动现代化
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建设具有重要促进
作用。

“三个转向”推动安徽迈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前4月国企实现利润超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