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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斯里巴加湾市11月19日电 记者崔玮
祎 刘威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在斯里巴加
湾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
评价中文关系积极发展势头，一致决定建立中文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做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
文互通、多边互助的好伙伴。

习近平高度赞赏哈桑纳尔长期关心和重视中
文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第一次到访文莱，
文莱人民的热情友好、特别是沿途欢迎的青少年
脸上洋溢的真挚友好笑容，令人感动。这是中文
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文莱政通人和，
人民安居乐业，不愧“和平之邦”的美誉。中国
和文莱历史文化联系悠久深厚。两国是隔海相望
的近邻，也是相互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双方决定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是要做政治互信、经
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的好伙伴，让合作
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为两国
关系发展掌好舵。中方赞赏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将继续支持文莱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
道路。中方视文莱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合作伙伴，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文莱经济

多元化战略“2035宏愿”相对接，做好两国互利
合作大文章。中方欢迎文莱企业扩大对华出口，
愿同文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渔业、能源
等领域合作，分享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领
域发展经验。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体育、卫
生、旅游等领域合作，增进两国青年一代了解和
友谊，扩大地方交流，加强司法、反恐、打击跨
国犯罪等领域合作。要深化在联合国、亚太经合
组织框架内的沟通协调和相互配合，携手推动中
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合作实现更大发展。中国支
持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支持东盟实现全面平衡
发展。

习近平指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事关中国
和文莱切身利益，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中
方赞赏文方提出的双轨思路，即当事国通过友
好协商处理争议，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稳
定。我们要持续推进海上合作和“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
海、合作之海。

哈桑纳尔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首次访
问文莱，此访必将深化两国传统友好关系、加强
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文中友谊历史悠久，两国

关系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不断加强。
很高兴习主席此访期间，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
习主席此访为契机，加强双方在贸易、投资、农
业、旅游、教育、人文、司法协助等领域交流合
作，促进两国人民福祉。文方钦佩中国在减贫、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愿加强

“2035 宏愿”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
作。文莱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全球稳定繁荣、应
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感谢中国支持东盟东部
增长区合作，愿加强文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
沟通和协调，推动东盟同中国合作不断深化。文
莱对本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推进海上合作感到高兴。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规划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
兰国联合声明》。（全文见第二版）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出席哈桑纳尔在王宫前
广场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1 月的斯里巴加湾，碧海蓝天，风景如画。

当天上午，文莱王储比拉来到中国代表团下榻
处，迎请习近平。

王宫附近道路旁边，4000多名朝气蓬勃的当
地中小学生挥舞中文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中国
贵宾。

习近平抵达王宫时，哈桑纳尔在停车处热情
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仪仗队行礼，军乐
队奏中文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在哈桑
纳尔陪同下，习近平检阅仪仗队。检阅毕，两国
元首前往王宫内廷。习近平同文莱王室成员、主
要官员及各国驻文莱使节握手。哈桑纳尔同中方
陪同人员握手。

习近平同文莱王室成员亲切交谈。习近平表
示，衷心祝贺文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一
踏上这片和平美丽的土地，我就真切感受到苏丹
陛下和王室以及文莱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
谊。中方赞赏文莱王室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欢迎王室成员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相信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文传统友好将不断发扬光
大，两国互利合作将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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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1 月 19 日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中法环境
年”正式启动。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生态兴
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中法
双方共同决定举办“中法环境年”，
就是为了加强双方在生态环境保

护、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携手应对
全球环境挑战。中方愿同法方共同
努力，同国际社会携手前行，保护好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清
洁美丽的世界。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应对气
候变化以及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也是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核
心内容。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积极参与多边气候治理
进程，这为法中合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法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引领
世 界 向 绿 色 、低 碳 、可 持 续 发 展
转型。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
庆 祝“ 中 法 环 境 年 ”启 动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11月19日，在对菲律宾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菲律宾《菲律宾

星报》、《马尼拉公报》、《每日论坛报》发表题为《共同开辟中菲关系新未来》的署名文章。 （全文见第二版）

习近平在菲律宾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
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勇于变革、
敢于创新，才能突破发展瓶颈，闯出
一片光明前景。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
会上，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把握新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规律，作出

“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
甚至错过整个时代”的重要提醒，强
调“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探寻新
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消除一切不
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
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深化国际创新
交流合作”。一番话语，前瞻发展大
势，聚焦发展实际，为亚太地区以及
世界各国更好应对各自和共同的发
展挑战，开出了“药方”。

当今世界，发展和变革风起云
涌，尤其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发展迅猛，令人目不暇给。信息技
术、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绿色能源
等前沿领域不断突破；新材料、新产
品、新业态迭代周期不断缩短；大数
据、3D打印、人工智能等已“飞入寻
常百姓家”，融入点滴生活……这一

全方位变革正在对人类生产模式、
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
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
业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
题。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新旧动
能转换尚未完成，经济全球化进程
又遭遇逆风，各国既面临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又面临差距拉大的严
峻挑战，都应承担起推动变革创新、
开辟增长源泉、增进人类福祉的共
同责任，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要从变革创新中探寻新的增长
动力和发展路径。面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世界
各国需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
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特别是充
分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加强数
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
经济可及性。以更多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开辟增长新源
泉、培育增长新动能，有效应对世界
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

要在变革创新中持续增进全人

类福祉。服务人民是科技创新的本
质要求，造福人类是科技创新最强
大的动力。整个“地球村”休戚与
共，共享创新成果是国际社会的一
致呼声和现实选择。进一步消弭世
界科技鸿沟、缩小南北贫富差距，就
要共同探讨建立面向新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政策制度体系，营造更
好国际合作环境，使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的世界各国，都能通过自身努
力和国际合作从科技创新中受益，
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
所及、所享、所用。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早在2500 多年前，中国的
先人们就认识到“苟利于民，不必法
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中国以及
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亦已证明，谁排
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
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中国愿同
亚太各方以及世界各国一道，牢牢把
握创新发展的时代潮流，培育更多利
益契合点和经济增长点，深化合作、
共赢发展，把舵世界经济航船驶向更
加美好的彼岸。

以变革创新开辟增长源泉
——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本报评论员

一点接入、一站式办理，从“串
联式”申报，到一次性、同步化“并联
式”流程再造……作为一项发端于
自贸试验区、颇具代表性的制度创
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不仅成为
自贸区建设的“标配”之一，还有力
助推了我国国际贸易监管体系与国
际接轨，成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对于很多“老外贸”来说，以前
最头疼的要数准备报关材料，不仅
手续繁琐、费时费力，还要在海关、
商务、边检等多个口岸部门之间来
回跑。“眼看货物堆在货场上却上不
了船，多耽误一天就要多损失几千

美元，着急啊！”这样的吐槽并不少
见，如何最大限度地简化企业申报
流程、促进贸易便利化，成为口岸各
部门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2014年6月，在上海自贸区成立
不到9个月，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
点在上海洋山保税港区正式启动。
从一开始，该试点就围绕打造可复制
可推广“制度高地”的任务先行先试，
彻底摒弃了“政策洼地”的传统思维，
为全国自贸区建设及新一轮全面深
化改革提供制度示范。

试点成效如何？企业说了算！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采用互联网接
入，企业可随时随地录入申报数据，

不仅减少了重复录入工作、降低了
企业成本，还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让企业得到满满的获得感。

“我国是全球贸易大国，通过
‘单一窗口’建设，能够极大提高国
际贸易供应链各参与方系统间的互
联互通，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优化口岸管理和服务机制，释放更
大的改革红利。”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建设工作组组长、国家口岸管理
办公室主任张广志说。

依托各自贸区良好的平台支
撑，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不断
加快，并逐步实现了从“方言版”向

“标准版”的升级。（下转第二版）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释放更多红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11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斯里巴加湾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会谈开始前，
习近平出席哈桑纳尔在王宫前广场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这是在哈桑纳尔陪同下，习近平检阅
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1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斯里巴加湾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11
月 19 日 2 时 7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
星”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二、四十三

颗北斗导航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
号系统第十八、十九颗组网卫星。

这两颗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
我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

满完成，计划年底前开通运行，向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
航服务，迈出中国北斗从区域走向
全球的“关键一步”。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我国成功发射第四十二、四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

今年我国外贸总额有望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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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获国际市场“通行证”

A股机构化趋势日趋明显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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