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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11月4日电 记者庞
彩霞报道：第126届广交会4日在广
州闭幕。总体来看，本届广交会出
口成交总体平稳，结构更加优化，采
购商到会符合预期，“一带一路”沿
线市场发展稳定向好。

广交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
贸易中心副主任徐兵表示，在世界
经济增速放缓、外贸环境更趋复杂
严峻的背景下，本届广交会采购商
到会符合预期，质量稳步提升。第
126 届广交会采购商到会 186015
人，来自214个国家和地区，同比第

124届下降2%。但值得一提的是新
采购商到会保持稳定，到会人数
74722人，占比40.17%；“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到会稳中向
好，占到会总人数的 45.93%，同比
提高 1.37 个百分点，有效助力企业

开拓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优化
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拓展了中国
外贸朋友圈。

本届广交会出口成交总体平
稳，外贸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累计
出口成交 2070.9 亿元（折合 292.88

亿美元），同比下降1.9%；部分市场
和行业发展稳定向好，从市场看，对
金砖国家、非洲、东盟出口成交分
别增长 4.17%、10.72%和 39.22%。
从行业看，新能源、卫浴设备、电子
电器及照明产品增长较快。

今年 12 月 1 日起，我国将在全
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试点，推动 523 项中央层面
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的照后减
证和简化审批。

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目的是释放
市场活力、压缩政府行政审批项目，
而这样的试点自2013年9月份上海
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至今，已
在全国多地不断进行。从浙江、广
东沿海，到河南、湖北腹地，再到广
西、云南边陲……6年的时间，18个
自贸试验区，“1+3+7+1+6”覆盖东
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自
贸试验区建设正推动我国扩大开放
不断深入。

“自贸试验区建设着眼于新时代
的开放布局、开放方式、开放重点，解
决好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发展更高
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商务部研究院
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郝红梅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
自贸试验区是分析了国际国内政治
经济形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一
项战略举措，是国家战略需要，其肩
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探索我国
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新路径；另一
方面，要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

自贸试验区区内改革试验与区
外复制推广有机衔接，形成了改革
红利共享、开放成果普惠的局面，自
贸试验区围绕“放管服”改革，提升
了自身政府治理水平，激发了市场
主体活力，也带动了全国范围内营
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截至去年年
底，除海南外的11个自贸试验区以
约万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创造了新

设外资企业数、实际使用外资、进出
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5.54%、
12.12%和12.25%的可喜成绩；今年
前 8 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实际使
用外资 866 亿元，同比增长 23.3%，
占比为14.3%。

有分析认为，自贸试验区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加快商品、服务、人才、
资本、信息等便利自由流动，从要素
开放上升到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开
放，是新时期我国在探索投资、贸易、
金融、外商投资服务和管理等方面，
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的高
地。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
副主任张菲表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
背景主要是新时期我国确定了全方
位对外开放新格局，要对标国际高标

准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在全球经济格局大变化的环境

下，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更成为中国
改革的重要风向标，有力带动了全
球资本的持续流入。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连
续第三年出现下滑，但中国吸引外
资总量却逆势上涨近 4%，达到约
1390 亿美元，占全球FDI总额的比
重超过10%。

不仅如此，自贸试验区主要着
眼于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发展，更
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世界
银行近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 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
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较
去年的第 46 位大幅提升。中国连
续第二年位列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全
球排名前十。这一结果充分展现了
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前
景投出的信任票。

11月4日，国务院台办、国家发
展改革委经商中央组织部等20个有
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这些新措施“含金量”高、“含情量”
深，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务实之举、是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促
进之举、是带给台湾同胞更多获得
感和幸福感的暖心之举。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在最大诚意、最大努
力的推动下又“进一步”。

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
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
少。此次发布的“26 条措施”与“31
条措施”不仅一脉相承，更是升级

“加强版”。
“同等”是“26 条措施”的关键

词之一，在全文出现了10余次。“26
条措施”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着

力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第二
部分主要是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
待遇。“26条措施”在广大台胞台企
关心的科技创新、5G 建设、循环经
济、融资担保、贸易救济、进出口便
利、标准制定、领事保护、农业合
作、交通出行、通信资费、购房资
格、职称评审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同
等待遇，对于进一步促进广大台胞
台企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高科技
创新、高品质生活，共享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机遇与荣光，促进两岸
融合发展，必将起到更好的促进作
用。小到台湾同胞可同等使用新
业态下的交通出行产品等生活琐
事，大到台资企业可同等参与重大
技术装备研发创新、检测评定等产
业大计，这背后是祖国大陆回应广

大台胞台企诉求、践行“两岸一家
亲”理念的真心与努力。

在回应台胞诉求、分享发展机
遇、便利台商台企方面，大陆推出
的一系列措施不“玩虚的”，措施

“含金量”高。2018 年 2 月 28 日，国
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俗称“31 条措
施”。一年多来，各地区各部门坚
持不懈抓好贯彻落实，出台落实

“31 条措施”具体实施意见的地方
已有102个。31条惠台措施获得了
台湾同胞的广泛好评。

诸多“暖心”之举更让广大台胞
台企感受到了“26条措施”沉甸甸的
分量，措施“含情量”深。此次发布
的措施明确指出，台湾同胞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
保护与协助，申请旅行证件；就台商
台企关心的在大陆投资兴业相关问
题，特别做出说明，鼓励各地根据地
方实际，为台资企业增加投资提供
政策支持；为支持台湾青年来大陆
发展，两岸青创基地政策再出重拳，
明确指出，符合条件的海峡两岸青
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可以申报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
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事实证明，几十年来，祖国大陆
全心全意为台胞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的做法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
可以开创！愿两岸同胞携起手来，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威尔
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有关涉中国问
题的演讲，其中指责中国借“一带
一路”倡议插手全球港口，声称中
国要在大西洋地区寻找合适地点建
立海军基地。明眼人不难看出，彭
斯此番言论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冷战
思维，与美国很多鹰派政治人物对
华的论调如出一辙，这完全是造谣
中伤，徒留笑柄。

我们先来看看英国《经济学人》最
近刊发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中国海
外建港口图啥”的文章，在深入研究分
析了中国建设的22个海外港口项目
后，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
即：它更大的作用是保护现有贸易路
线，而不是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经济学人》的这个发现，像一记
耳光打在彭斯脸上。

首先，中国参与海外港口建设行
得正坐得端。伴随着近年来中国“走
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参与海外港
口建设成为中国促进海上互联互通、
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截
至2018年底，在全球排名前50位的
集装箱港口中，中国投资和建设了其
中的三分之二，港口项目遍及东南
亚、南亚、欧洲、非洲、大洋洲的二十
多个国家与地区，总投资额达上百亿
美元。

中国也借此实现了从港口大国
向港口强国的跨越，有力地推动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强
调的是，上述中国投资和建设的港
口项目基本上都是商业合作项目，
致力于推进中国同项目所在国投资
往来与区域经贸合作，建成后对当
地经济增长的带动和民生就业的促
进作用可谓有目共睹。很多港口项
目已成为联结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纽带工程、旗舰工
程。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促

进多领域经贸合作，胸怀坦荡天地
宽 ， 既 要 理 直 气 壮 ， 更 要 行 稳
致远。

其次，中国参与海外港口建设带
来互利共赢。中国参与海外港口建
设是“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重要抓
手，也是中国参与地区治理和促进区
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但却常常被
西方媒体妖魔化为谋求所谓地缘政
治利益的“珍珠链”、致使项目所在国
经济利益受损的“债务陷阱”。事实
上，中国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港口建
设形成的商业存在，是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体现出中国作为
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致力
于成为亚、非、拉等很多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工业化的推动
者和区域一体化的协调者。

中国参与海外港口建设而形成
的商业存在，与某些西方大国的军事
基地、军事联盟和军事干预形成的军
事存在构成了鲜明对比。孰是孰非，
不言而喻。有鉴于此，中国更要义无
反顾把这些互利合作项目继续深入
推进下去。

最后，中国参与海外港口建设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实践。当今
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
通有无，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中国参与海外港口建设就是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探索，有利
于创造更多经济合作空间，带来各国
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机遇。

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绝不是空话，因为中国人坚信，世界
的共同经济繁荣就是中国的机会，也
是每个国家的机会。只有世界经济
大繁荣，中国才有机会长久发展。这
是古老的东方智慧给予当代人的深
刻启迪，以邻为壑式的臆断和猜忌应
当休矣。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
者查文晔 陆华东） 11 月 4 日，
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
中央组织部等20个有关部门，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26
条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6 条措施”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
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
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继续率
先 同 台 湾 同 胞 分 享 大 陆 发 展 机
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更
多同等待遇。“26 条措施”宗旨与
促 进 两 岸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的

“31 条措施”一脉相承，是在对台
工作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
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

的又一具体体现。
“26 条措施”涉及为台湾企业

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13条，包括台
资企业同等参与重大技术装备、
5G、循环经济、民航、主题公园、新
型金融组织等投资建设，同等享受
融资、贸易救济、出口信用保险、进
出口便利、标准制订等政策，支持
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示范点建
设等；涉及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
遇的措施13条，包括为台湾同胞在

领事保护、农业合作、交通出行、通
信资费、购房资格、文化体育、职称
评审、分类招考等方面提供更多便
利和支持。

“26 条措施”将进一步帮助台
资企业加快科技创新，降低综合成
本，抢抓发展机遇，实现更好发展，
并继续为台湾同胞在学习、工作、
生活等方面打造更好环境，提供更
优条件，促进融合发展，保护合法
权益。

11 月 4 日，“中华复兴”轮正在
靠泊山东烟台港。

当日，亚洲最大的邮轮型豪华
客滚船“中华复兴”轮抵达山东烟台
港正式交付，并将于近期投入渤海
轮渡烟台至大连航线营运。“中华复
兴”轮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邮轮型客滚
船，船舶总吨位 4.4 万吨，船长 212
米，型宽 28.6 米，载客定额为 1689
人，装载车道长度3070米，车辆舱3
层，服务航速 18.8 节，最大续航力
5000海里。

唐 克摄（中经视觉）

自贸区建设推动扩大开放不断深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26条措施”

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一项“含金量”高、“含情量”深的新举措
廉 丹

彭斯演讲造谣中伤徒留笑柄
留 锋

第 126 届 广 交 会 落 幕
累计出口成交2070.9亿元，“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向好

本报北京11月4日讯 记者董
碧娟报道：财政部 4 日发布消息称，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19年农业生产
和水利救灾资金1亿元，用于支持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等 5 省

（市）做好抗旱救灾相关工作。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公告显示，7

月中下旬至 8 月以来，江南大部、江
淮西部、黄淮西部、西南东部及湖北
等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三至七

成。9 月中旬，洞庭湖、鄱阳湖水位
一度分别较常年同期偏低4.8米、5.7
米，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位。

受高温晴热天气影响，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重庆等长江流域部分
省（市）旱情快速发展，一些地区旱情
长时间持续，对城乡居民生活及生产
造成较大影响。中央财政此次下拨
1亿元，正是为了支持受灾地区及时
开展抗旱救灾、解决人畜饮水问题。

中央拨款 1 亿元助五省份抗旱救灾

本报重庆11月4日电 记者吴
陆牧报道：2019 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简称

“2019中新金融峰会”）4日在重庆开
幕。本次峰会以“金融互联互通·服
务‘一带一路’——金融开放创新助
推陆海新通道”为主题，聚焦跨境投
融资、金融科技等热点。

峰会期间将举办“跨境投融资助
力‘一带一路’”“物流金融赋能陆海新
通道”等6场分论坛，以及“金融支持

陆海新通道建设对接会”“中新企业家
与金融家圆桌对话会”等3场活动。

当日举行的重大项目签约仪式
上，现场签约重大项目56个，协议金
额1945.4亿元，涉及绿色债券、债务
融资等领域，签约项目和金额均超
去年。

峰会由商务部、央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和新加坡贸
工部、新加坡金管局及重庆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

2019中新金融峰会在渝开幕

亚洲最大邮轮型
客滚船交付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