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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在第十七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

习近平强调，2013年，我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7年来，
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
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双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中方视东盟为周
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愿同东盟推
进各领域合作，维护本地区繁荣发展良好势头，建设更为紧密的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一，提升战略互信，深入对接发展规划。依托陆海新通道建
设，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加快推进现有经济走廊和重点项
目建设，积极构建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明年是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中方愿同东盟一道，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
伙伴关系。

第二，提升经贸合作，加快地区经济全面复苏。进一步实施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方希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尽早生效。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在确保疫情防控前提下，采取措施便利人
员往来和货物流通。推动澜湄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第三，提升科技创新，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在智慧城市、5G、
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远程医疗等领域打造更多新
的合作亮点，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政策沟通协调。建设中国—东
盟信息港，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第四，提升抗疫合作，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加强政策对
话、信息分享和疫苗合作。中国将在疫苗投入使用后积极考虑东
盟国家需求，为东盟抗疫基金提供资金支持，为东盟培养1000名
卫生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建设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和
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

习近平强调，明年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同东盟合作空间将
更为广阔。

习近平最后说，希望双方通过本届盛会，创造更多商机，收获
更多成果，携手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致辞全文见二版）

11月27日，第十七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
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辞指
出，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
亲，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国—
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
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
例证。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
“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字经
济”为主题，就是要深化中国与东
盟数字经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双方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
贸易总值达3.38万亿元，同比增
长 7.7%。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中国与东盟
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
局。今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投
资 达 62.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53.1%，占中国上半年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投资的76.7%，东盟
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5.9%。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
与东盟国家建立“快捷通道”，便
利人员往来，相互支援防疫物资
和医疗设备，加快复工复产。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全面建成10周年，又恰逢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签署，这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
目前，澜沧江—湄公河、大湄公河
次区域、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次区
域合作蓬勃发展，经济走廊建设
取得突破，深化“一带一路”倡议
同东盟发展规划对接，稳步推进互联互通项目，助力地区
联通和发展提速升级。

疫情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中国与东盟加速探索数
字化转型。“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商贸通数字
化平台”等项目，正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提供强大助力。
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应携手合作，抓住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发挥互补优势，聚焦合作共赢，在
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更多新的合作亮点。

在新形势下，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以自身
经济复苏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
都将从中受益。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进一步发挥中国—东
盟博览会平台作用，坚定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共同稳定
提升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 平 在第十七届中国 —东盟博览 会
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

1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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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之年，特殊的中国元首“多边外交月”。
11月10日到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密集出

席4场多边外交会议、一场国际论坛。
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推诿甩责杂
音、单边霸凌噪音和迷茫犹疑低音交杂，世界迫切需要方向和
指引。

指明方位，凝聚共识，推动合作。继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
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后，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在全球多边“讲坛”

上，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主张和举措，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时代强音。

众志成城 凝聚团结抗疫合力

11月21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这样为当前全球抗疫合作厘清路径：“我
们首先要做好各自疫情防控，加强交流合作，并向其他国家施
以援手。”

“我们要推动以团结取代分
歧，以理性消除偏见，扫除‘政治
病毒’，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
大合力。”

确诊病例超过6000万例，死
亡病例超过140万，波及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新冠疫情仍在
全球肆虐，距赢得抗疫最终胜利，
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一年的抗疫实践证明，只
要团结一心、科学防治，病毒传播
可以控制，疫情影响能够克服。”

习近平主席从中国抗疫实践出发，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经验。
从同外方领导人会晤、通话和致函，到向第73届世界卫生

大会致辞、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
议，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超过
30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宣布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
助，向超过1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世卫组织
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为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作出实
实在在的贡献。 （下转第二版）

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巴黎和平论坛

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月至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50124.2亿元，同比增长0.7%，
累计利润同比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盈利恢复态势进一步巩固

1月至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0.7%，1月至9月为下
降2.4%。“随着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市场供
需关系日益改善，产业循环逐步畅通，工业
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好转，盈利恢复态势进
一步巩固。”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
朱虹表示。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
认为，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形势持
续好转、工业企业生产与销售稳定回升，是
推动工业利润逐月稳定增长、累计利润增
速在10月由负转正的主要因素；其次，减
税降费政策逐渐落实，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企业成本费用下降，盈利空间有效扩大；
再次，由于投资收益增加等因素，推动10
月当月利润大幅增长28.2%，弥补了1月

至9月同比下降2.4%的缺口，实现累计增
速由负转正。

数据显示，10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
比增长28.2%，增速比9月份加快18.1个
百分点。朱虹认为，这主要是去年同期基
数较低、当月投资收益增加等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剔除短期非经营因素影响后，
10月份利润增速与上月大体相当。

从市场主体看，私营企业利润和外资
企业利润恢复向好。1月至10月，私营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1.1%，1月至9月为下降
0.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增长
3.5%，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

超六成行业利润实现增长

1月至10月，超六成行业利润实现增
长。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6个行业
利润增速比1月至9月加快或降幅收窄；有
25个行业利润同比实现增长，比1月至9月
增加4个，利润增长的行业面达61%，其中
12个行业利润增速达到两位数。

分行业看，装备制造业是对工业利润
增长贡献最大的板块。1月至10月，装备

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9.6%，增速比1月至
9月加快0.8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
利润同比增长3.2个百分点。

“电子行业自4月份累计利润增速转
正以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1月至10
月增长12.6%，对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尤
为突出。”朱虹表示。随着稳基建投资和促
进汽车消费等政策持续显效，货车、新能源
汽车生产销售改善，带动汽车制造业利润
稳定恢复，1月至10月利润增长6.6%。

1月至10月，受国内需求回暖、出口
形势好转等因素共同拉动，消费品制造业
利润同比增长4.8%，增速比1月至9月加
快0.4个百分点，利润增速稳定回升。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明显改善。朱虹表
示，随着下游需求持续回暖，产业内部循环
逐步畅通，上游原材料行业利润快速修
复。1月至10月，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
下降6.0%，但降幅比1月至9月收窄9.1个
百分点。

复苏态势有望延续

“总体来看，工业企业利润稳定恢复态

势进一步巩固，累计利润实现正增长。同
时也要注意，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增速有所
上升，现金流压力加大，不利于企业生产经
营的持续恢复。”朱虹表示。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
为，后续工业部门经营复苏的关键，还是要
看需求端复苏进度。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总体平稳，加上政策支持不断发力，国内
工业部门修复有望延续。

目前工业利润恢复仍然存在不确定
性，例如当前国际疫情仍然在蔓延等。“对
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说，应对各种不确定
性，首要的就是加强自身竞争发展能力建
设。”刘兴国认为，工业企业一要做好技术
创新规划，以持续创新推动产品附加值提
升，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二要做
好市场布局谋划，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三要做好发展融
资安排，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更好提升
资金利用效率。

作为河北省第四届园博会的承办地，邯郸市
历时一年多，打造了一个占地面积4242亩的园博
园，其中水系面积约900亩、绿化面积约3300亩、
建筑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成为邯郸的地标性
园林公园。

走进邯郸园博园，依地势起伏栽种的花草品
种丰富、争奇斗艳，由沟渠湖塘构成的庞大水系为
公园增添了许多灵气，文化游览区、湿地保护区、
民俗体验区等七大功能区和13个城市展园让游
客可以感受不同的特色风情。

“你想象不到，园博园这么美丽的地方，过去
是一片脏乱差，根本没法看。”在复兴区生活了几
十年的张文生告诉记者，这片区域原来都是小钢
铁厂、小焦化厂、小铸造厂，矿粉矿渣堆积、污水乱
流，“天上地上都是灰黑色的”。

如今，漫步在邯郸园博园，过去的厂矿改造成
了工业遗址，废弃矿坑打造成了矿坑花园，曾经由
矿渣和建筑垃圾堆成的“小山”，通过生态修复，被
塑造成了错落有致的“梯田”水系景观。

作为传统的工业区，邯郸过去工矿企业林立，
众多的钢铁、焦化、冶炼、铸造等企业在为地方经
济作出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大气、河流、土壤污
染等环境问题。为此，邯郸市近年来积极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和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发展，一批落后
产能、过剩产能、污染产业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
大面积的造林绿化、涵养水源、土壤修复，区域生
态环境日益改善。

在大规模开展生态修复行动中，邯郸重点做
好“绿”文章，通过实施矿山复绿、荒山补绿、城乡
披绿等举措，真正让“绿”成为城市的底色。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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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速转正
本报记者 熊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