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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变身了。新奥集团从低热值煤炭中提取1000
吨石墨烯粉体工程，实现了石墨烯原料低成本、规模化生
产。鄂尔多斯市紫荆研究院新品馆展示，石墨烯产品还
可以重新定义采暖，原来墙角笨重的暖气片可换为墙上
美丽的一幅“画”，而且画面可以私人定制，手机可以远程
温控。

新车，下线了。奇瑞汽车鄂尔多斯产业园建成了动力
总成项目，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在内的汽车本地配套率达到
60%。今年，公司对传统燃油车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生产
的300辆新能源汽车开始在资源富集的呼包鄂“拉风”。

内蒙古自治区近日在鄂尔多斯、包头召开“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会议间隙播出的
全区各地转型升级视频中，一幕幕场景令人振奋。如今，
内蒙古资源链上的“羊（羊绒）煤（煤炭）土（稀土）气（天然
气）”，正演变为创新链上的扬眉吐气。

做好选择题 翻好“高低杠”

内蒙古区情独特。一方面，自然资源丰富，资源型产
业一度支撑了内蒙古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产业
发展较多依赖资源开发，形成单一化、重型化结构。新的
增长点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
年到内蒙古调研时，就谆谆告诫我们要走出简单‘挖煤卖
煤、挖土卖土’的传统发展方式。今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又指出产业发展不能只
盯着‘羊煤土气’。这都是给内蒙古‘量身定制’的行动纲
领。”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说，“只有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我们才能突破发展困境，提升发展水平”。

“做加法”，上项目，成为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今年以来，内蒙古12个盟市已经有1900多个新
建在建项目开工复工。现场会召开的当日，内蒙古汇能
煤电集团公司煤制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在鄂尔多斯培土
奠基。该项目是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煤制天然气示范
性项目，首期年产4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已于2014
年试车投产，二期新增煤制天然气生产规模 16 亿立方
米，2021年投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65亿元，使煤炭
产业的价值链由“低杠”迅速翻上“高杠”。

做好选择题。过去两年，内蒙古共退出煤炭产能
1410万吨，完成“十三五”期间退出任务的82.5%。今
年确定退出煤矿22处、煤炭产能1110万吨，将提前两
年超额完成“十三五”期间全区地方煤矿退出任务。经
济日报记者在内蒙古海神京蒙煤炭有限公司京蒙煤矿看
到，该煤矿主井、副井已全部封闭。只有残存的黑色粉
末，提示着这里曾是个煤矿。“京蒙煤矿年产能有60万
吨，在业内，这个规模已经不小，但是我们还是毅然关
掉了。”留守在这里的原煤矿副总经理欧阳孝告诉记
者，“这里停了水、电、火工，封了主井、副井，竖立
了标识牌，京蒙煤矿从此销号”。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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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6月10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
运共同体》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出版

历经17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上
海合作组织构建起了不结盟、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
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
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
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
献。”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判断，是对
上合组织成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典范的高度赞赏。此次青
岛峰会也不负众望，最终形成了共
促团结的新共识、制定了共筑安全
的新举措、提供了共谋发展的新动
力，无疑将为建设更加紧密的地区
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 共 同 体 注 入 新 的 智 慧 、新 的
动能。

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
处于历史转折点上。一方面，新
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
快速发展，产生了“近代以来国
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
化”；另一方面，深入发展的经

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
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帝
国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
势力范围”争夺利益和霸权，正
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
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
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
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上合组织成立17年来，不仅孕
育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内
涵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上海精
神”，更积极实践双边合作与多边
合作齐头并进、域内协作与域外协
作相辅相成的区域合作新模式。
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华约，更不同
于冷战遗存物北约，其根本宗旨在
于，要超越国家制度差异和意识形
态分歧，在谋求共同的安全利益和
发展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成员
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睦邻友好、务

实合作，来维护和保障本地区的和
平、安全与稳定，进而参与推动建
立公正合理、公平正义的国际新
秩序。

分析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回顾上合组织发展历程，可以深切
感受到上合组织为创新全球治理
理念注入的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的成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
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做起。习近平
主席在青岛峰会讲话中深刻阐述

“上海精神”的独特价值，提出构建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五项
建议。一系列登高望远的判断、务
实亲和的倡议，为站在历史新起点
的上合组织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赢
得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同。从近几
天的新闻反馈看，国际社会高度评
价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的讲话，认
为讲话从理论层面到行动层面都
给出了创新全球治理的新方案、新

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

极贡献着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
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这些理念得到广泛欢迎。发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
为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路
径，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中国
正在展现新一轮对外开放与促进
国际经济合作的大战略，在主动引
领全球治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上率先作出实绩，浓墨重彩
地写下大国崛起的历史新篇，以

“和合”价值理念联通中国梦想与
各国人民的梦想，携手共建持久和
平的繁荣世界。

为创新全球治理注入上合智慧
——三论学习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连日来，位于江苏省海门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赫联（海门）工业园内，多幢
标准厂房正加紧建设。该工业园盘活
当地一家破产企业的存量土地资源，整
治改造了原有的8万多平方米旧厂房，
同时新建厂房20多万平方米，目前已
吸引6家先进制造企业签约入驻。

“去年以来，有30多个亿元以上项
目落户，却未新增一寸建设用地。”海门
市委书记陈勇介绍。海门巧用“加减乘
除”破解用地瓶颈，把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资源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国务院办
公厅通报表彰，给予海门1000亩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

做加法，从资源挖潜中“扩”地。海
门一方面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
村民集中居住，将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
建设用地纳入村镇建设用地控制区，为

“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必要的用地。同
时，探索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
标市内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市级计划指

标交易平台，调剂“规划空间、农用地、
挂钩、占补平衡”四大指标使用，既调动
了区镇节约集约用地积极性，又满足土
地不足地区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连续
26年实现耕地总量占补平衡的海门去
年完成增减挂钩复垦 7825 亩，实现市
域内指标流转交易面积1513 亩，为重
大项目落地提供了指标保障。海门经
济技术开发区为重大项目集聚地，土地
资源紧张。去年，总投资超10亿元的
大艺智能机电项目落户，通过指标调剂
后，满足了该项目100亩用地需求。目
前项目主体厂房已建至尾声，预计下半
年竣工投产后，年可实现应税销售 15
亿元，利税超1亿元。

做减法，从闲置低效中“盘”
地。海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项目用
地专项清理行动，通过政策引导、行
政推动、双向选择、依法处置，鼓
励、引导企业对破旧厂房等低效用
地进行再开发，让闲置资产得到有
效利用。 （下转第四版）

江苏海门市巧用“加减乘除”破解用地瓶颈——

30多个亿元项目 未增一寸建设用地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俞新美

12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
管理局发布措施，对现行 QFII、
RQFII的相关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
整，取消了相关资金汇出比例限制、
本金锁定期要求，并允许QFII、RQFII
对其境内投资进行外汇套保。

多次改革 稳步推动
资本项目可兑换

QFII 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制度，是2002年在我国资本项目尚
未开放情况下引进外资、开放资本
市场的一项过渡性制度安排。

该制度要求境外机构投资者若
要投资境内资本市场，必须符合一
定资格条件，在批准的额度内汇入
外汇资金，通过专门账户，投资规定
范围的证券金融产品。

在 QFII 基 础 上 ，2011 年 11
月，我国正式开启 RQFII 试点。

2013年3月相关部委发布《人民币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
资试点办法》，RQFII 制度正式确
立，形成证监会负责资格准入、人
民银行负责人民币账户管理、外汇
局负责投资额度的监管框架。

QFII和RQFII制度发布之后，
遵循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开
放原则，先后经历了多次改革，在资
格门槛、投资范围、投资额度和资金
汇兑等多个方面不断放松管理，通
过简政放权提升投资便利度。

三大亮点值得关注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方面介绍，
此次发布的修改内容有三大亮点值
得关注。

——取消 QFII 每月资金汇出
不超过上年末境内总资产20％的
限制。

——取消QFII、RQFII 本金锁
定期要求，将现存的QFII投资3个
月锁定期、RQFII非开放式基金投资
3个月锁定期全部取消，境外机构投
资者可以根据需要办理资金汇出。

——明确合格机构投资者外汇
风险管理政策，允许QFII、RQFII对
其境内投资进行外汇套保，对冲其
汇率风险。

“这次对QFII和RQFII的外汇
管理改革比较彻底，今后除了对额
度的宏观审慎管理外，在资金汇出
方面不再限制。”国家外汇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规发布，为境
外资金通过QFII、RQFII投资境内
金融市场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该 负 责 人 表 示 ，允 许 QFII、
RQFII 通过外汇市场进行外汇套
保，也扩大了外汇市场参与者范
围，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外汇市场对
外开放。

推动外汇管理改革
服务双向对外开放

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外汇
管理制度改革是重要环节之一。

有机构负责人表示，从世界各
国发展经验看，在资本项目对外开
放进程中，都有QDII、QFII此类的
管理措施，QFII和QDII制度是我国
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基础性制度保
障，在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中
作用明显。

目前，QFII总额度为1500亿美
元，RQFII试点区域拓展至19个国
家和地区，总试点规模19400亿元
人民币。截至2018年5月底，累计
有287家QFII机构合计获得994.59
亿美元、196家RQFII机构合计获得
6158.52亿元人民币投资额度。

文/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取消QFII、RQFII本金锁定期要求,允许对其境内投资进行外汇套保——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更进一步

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鹭
岛，成千上万只在这里栖息
的白鹭等鸟儿舞动翅膀嬉
戏。绿的树，白的鸟，水中
的树影、鸟影、岸边小桥的
倒影，组合成一幅秀美的生
态画巻。

6月13日是第6个全国
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提升
气候变化意识，强化低碳行
动力度”。近年来庐江县加
大环保投入，对大堰塘进行
改造，使得鹭岛树木挺拔葱
绿，一池塘水四季长清。每
年春天，优越的生态环境引
来数以万计的白鹭、灰鹤等
候鸟成群迁徙到这里。

左学长摄

白鹭青天
生态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