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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进口便利化水平，为世界经济发展作贡献——

外资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

我国设立 10 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前三季度成交 33.2 万亿元，增长 88%

本报上海 11 月 4 日电 记者冯其予报
道：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
际，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九部门和单位于 11 月 3 日共同作出决定，
在 全 国 设 立 10 个 进 口 贸 易 促 进 创 新 示
范区。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表示，这 10
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覆盖东中西部
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囊括海陆空港，体现
了中国进口发展的动力和潜能。
据了解，10 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区包括：上海市虹桥商务区、辽宁省大连
金普新区、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乌
市、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建省
厦门湖里区、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广
东省广州南沙区、四川省天府新区、陕西
省西安国际港务区。
李兴乾表示，我国将利用 3 年至 5 年
时间，通过培育一批监管制度创新、服务
功能齐全、交易模式灵活的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推动中国进口规模稳步扩
大、结构不断优化，带动相关产业提质增
效、消费水平明显提升，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应有支撑。
近年来，中国不断降低关税总水平，
提升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取得积极成
效。中国国内市场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人，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进口规模占全球
比重持续提升。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占全球份额达
11.3%，较去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创
历史新高，中国进口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促
进作用显著增强。
谈到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功能
定位，李兴乾特别强调，一是“贸易促
进”，即促进口、促产业、促消费；二是
“贸易创新”，即政策创新、服务创新、模
式创新。

从促进进口来看，进口贸易促进创新
示范区的设立将着力提升进口便利化水
平，促进进口商品流通，通过创新和降低
制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实现我国扩大
进口的开放承诺，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
贡献。
从服务产业来看，进口贸易促进创新
示范区的设立将扩大技术设备和原材料进
口，促进进口与产业深度融合、高效联
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为加快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必要支撑。
与此同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的设立将增加国内优质商品的供给，培育
新型进口商品消费模式，搭建营销网络和
服务平台，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国内
需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本报北京 11 月 4 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来自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
共成交 3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崔嵬表示，与全球债券市场相
比，今年我国债券收益率要高不少，人民币升值也增强了我国
市场的吸引力。随着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不断增
强，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的参与度持续提高。数据显示，今
年前 9 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 7191 亿元。
今年以来，促进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各项措施密集落地。
9 月份，《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
公告 （征求意见稿）》 出台，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配置
人民币债券资产。当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 将 QFII、RQFII 规则合二为一，放宽了准入条件，扩大了境外机构投资者
的投资范围。
在此背景下，境外投资者投资我国金融市场积极性增强。
继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 （BBG）、摩根大通
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指数 （GBI—EM） 后，富时罗素今年 9
月份宣布从 2021 年 10 月份起将中国债券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
数 （WGBI）。据市场估算，完全纳入 WGBI 将为中国债券市
场引入约 1500 亿美元指数追踪资金。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银行间市场向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3
万余个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日均交易规模超过 6 万亿元。崔
嵬表示，中国债市魅力体现的是国家经济实力。未来，境外投
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步伐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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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
我国提出要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经过一年的努力，在第三届进博会
开幕之际，10 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设立，体现了中国进口发展的巨大潜能。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培育以条件成
熟的进口集散地为重点，加速贸易及产业
集聚，
深化对外合作，
以点带面、
辐射周边，
将有力推动进口贸易创新发展。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

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政府依然坚定不移推
动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培育工作，积
极主动扩大进口，充分展示了中国深化对
外开放、
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决心。
着眼于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
将持续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扩大先
进技术、
设备和服务进口，
支持改善民生相
关产品的进口，
支持发展进口新业态，
优化
进口商品营销模式、
提高监管便利化水平，
努力开创进口贸易创新发展新局面。

保冬季煤炭供应

10月份铁路发送
煤炭1.57亿吨
本报北京 11 月 4 日讯 记者
齐慧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10 月份，铁路部门进一步加
强煤炭运输组织，保障市场供应，
国
家铁路完成煤炭装车 224 万车、发
送 煤 炭 1.57 亿 吨 ；日 均 煤 炭 装 车
7.24 万车，环比增加 1181 车、增长
1.7%；日均发送煤炭 500.5 万吨，环
比增加 6.9 万吨、增长 1.4%。全国
主要电厂、港口存煤稳定在较高水
平，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需要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随着我国北方地区陆续进入冬
季供暖期，发电供热和居民取暖用
煤需求快速增长。铁路部门按照国
家关于冬季煤炭保供的总体部署，
主动与地方政府和重点发电企业沟
通，全面摸清需求，统筹调配运力，
精准组织煤炭运输工作，为市场供
应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全
国 350 家铁路直达电厂存煤 6020
万吨，较 9 月底增加 570 万吨、增长
10.5%。秦皇岛、唐山等环渤海港
口存煤始终保持在 1700 万吨左右，
有效促进了煤炭市场稳定。

专项债发行完成全年计划94.6%
本报北京 11 月 4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今年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61218 亿
元，其中，新增债券 44945 亿元，再融资债券 16273 亿元。新
增债券中，专项债券发行 35466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 （37500
亿元） 的 94.6%，完成已下达额度 （35500 亿元） 的 99.9%。
据悉，10 月份，地方债发行 4429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899 亿元，再融资债券 2530 亿元。10 月份地方债发行利率整
体平稳，平均发行利率 3.67%，与 9 月份 （3.64%） 基本持
平。平均发行期限 13.5 年，较 9 月份 （14.7 年） 缩短 1.2 年。
财政部指导山西、湖南通过公开承销方式成功发行地方债 41.6
亿元，进一步提高了发行效率，保障了地方债发行平稳顺利。
同时，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10 月份专项债
券资金主要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领
域，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
建设，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发挥了积极
作用。

第十四届河南投洽会将办
本报上海 11 月 4 日电 记者刘春沐阳从第十四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十四届河南投
洽会将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在郑州举办。
第十四届河南投洽会以“提振信心 合作共赢”为主题，
紧紧围绕河南如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将举办开幕式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暨大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高峰论
坛、国际新兴产业投融资高峰论坛等重大活动。同时，拟选择
3 个左右国家作为主宾国，分别举办主宾国开馆式、主宾国经
贸交流活动。还将创新设立主宾省，拟选择 2 个左右境内外省
级行政区作为主宾省，举办经贸合作洽谈等一系列活动。
此外，第十四届河南投洽会还将延长对普通观众的开放时
间，确保办出特色、办出亮点、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拟设综
合、新基建及先进制造业、服务业、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食品及农产品、进口商品六大展区，将预留 6 万至 7 万平方米
展览面积。

青岛新机场高速连接线
转体桥成功转体

（上接第六版）
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老旧小区暴露出治
理困境，规划建议就对我国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作出部署，努力让城市“有里有面”、
百姓安居乐业……
据文件起草组介绍，规划建议提出的
12 个方面重大任务中，改善人民生活品
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所占的篇幅最大。
可以说，规划建议中的一切发展政策都以
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展依靠人民——
网友“问琴知雅意”从未想到，听起
来十分“高大上”的“十四五”规划建
议，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8 月中旬，当看到几家中央媒体推出
建言“十四五”专栏时，“问琴知雅意”便
在央视网建言专栏上留言：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保障的热点，
农村养老更是困中之困，农村老龄化更为
严重，探索有效的农村特色养老模式非常
必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照料、
医疗、娱乐服务”。
几乎同一时间，一位网名为“云帆”
的网友在人民网建言专栏上建议：
“乡村振兴应该先从农村互助养老开

11 月 4 日零时 59 分，由青岛市政府投资、中铁十四局承建的我国最大跨度钢箱梁转体桥——
青岛新机场高速连接线转体桥成功转体，为青岛新机场高速连接线工程全线贯通打下了坚实基
础。图为转体桥钢箱梁节段整体吊装及拼接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刘成、
通讯员李金雨摄影报道

始，让留守老人有归宿、让进城子女在城
里能安心创业。在农村人口聚集区域，由
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共食堂、公共宿舍，
有意愿的老人都可以免费居住、生活在一
起，年龄小的、有能力的老人照顾年龄大
的、能力弱的老人，形成互助养老模式。
”
网友们的建议，很快就送到了文件起
草组案头，并得到起草组同志高度重视。
经过统筹考虑研究，规划建议把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从卫生健康领域单列出
来，作为单独的一条“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
。同时，网友建议的“互
助性养老”模式也正式写入了文件。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规划建议
充分汲取了人民群众智慧，也必将凝聚起
广大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强大合力。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起来的政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着清醒的
认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
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
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
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

果。
”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
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我国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促进共同富裕的基
础和条件比以往更加厚实。
在规划建议中，我们党第一次在全会
文件中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同
时下了更大力气促进共享发展——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千方百计稳定和扩
大就业”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
规划建议还在收入分配领域出台一系
列政策组合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
产性收入”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
收入”……
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
民，享有同祖国共发展、与时代同进步的
无限机遇。
时代大潮，澎湃向前。
从 1953 年至今，14 个五年规划 （计
划） 勾勒着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
伟大飞跃，也贯穿着一个百年大党一以贯

之的主题：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站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口，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将向前迈出更大的步伐，14 亿中国
人民携手迈入现代化社会，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
大事。
“这是何其远大的目标，何其宏伟的蓝
图！”参加全会的一位中央委员动情地说，
“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就浓缩在这份规划
建议中。这个伟大愿景不仅会造福 14 亿中
国人民，更将深刻影响整个世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步一个脚
印，一步一个台阶。历史的接力棒，交到
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亿万
人民团结一心不懈奋斗，中国，必将在现
代化新征程上再创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
奇迹！
文/新 华 社 记 者 赵 承 霍 小 光
韩 洁 林 晖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浙江绍兴推动银行服务重心下沉
本报讯 记者彭江报道：今年以来，浙江银保监局下发通
知，要求辖内银行业保险业进一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企
业恢复生产金融服务工作质效，分类施策支持企业恢复正常生
产，保持企业稳定、守住风险底线。绍兴银保监分局建立专员
专线机制，鼓励银行机构下沉服务重心，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光大银行绍兴分行积极落实金融服务
专员专线制度，主动调查和及时响应小微企业金融需求。为助
力小微企业发展，该行主推“光大快贷”旗下的“E 抵贷”和
“E 微贷”，实现授信额度自动化秒批，申贷手续简便，贷款随
借随还，有效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该行还加大宣传力
度，在绍兴国际摩尔城、金德隆建材城等小微企业集聚区的公
交车站等场所推广“光大快贷”普惠产品。
数据显示，目前光大银行绍兴分行授信余额较年初增长
3.8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20 个百分点，共为相关企业减
息 116.43 万元，发放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近 50 个 BP。光大银
行绍兴分行行长戴速表示，将继续加大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
创新力度，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履行
好社会责任，为有序推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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