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政府设立
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 位于浦东境
内，属中国自由贸易区范畴。2013年9月29日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面积28.78
平方公里，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
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
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年
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
扩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将面积
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扩展区域包括陆家嘴
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和张江高科技片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的总体目标
是：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 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

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
业态，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
全面开放， 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
努力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
力培育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力争建设
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
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
易试验区， 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
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
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
索管理模式创新、 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
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到
2019年8月， 自贸试验区试点由上海逐步扩
大至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
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
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地。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 2013年9月7日、10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
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印度
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 先后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 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
圈，中间是发展潜力巨大的腹地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

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
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
的顶层设计。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以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在“一带一
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促进基础设施建
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
略对接，实现各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
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开创发展新机
遇， 谋求发展新动力， 拓展发展新空间，把
“一带一路”真正打造成一条和平之路、繁荣

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不断
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截至2019年8月底， 已有136个国家和
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5份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六年多来，“一带一路”从
倡议走向实践、从愿景变为行动，进展和成果
超出预期，合作伙伴越来越多，影响力和号召
力日益增强， 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
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
展繁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
案， 开辟了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
新境界，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 ! "# "# $%&'()*+,-./0123
456789:;1234<6=>?@A BCDEF

G34<6HIJK<LMNOP?@QRSTUVWXA
Y./Z[\]^_`abcF

&'()de2fghi?@O j,12kl "$
mOno % !pqS3456rstuvwOxPgyz
{e2|}?@F ~�Ogyzj,12fghi?@ %
2O,��} "$&' ��Yz����e�������O�
���34<6���O��?@���gO����3
456�I� no� ¡¢Ogyz£¤kl "）( �O¥
�¦§kl &) �O¨©ª� ）*#+$,«£¬®¯�}
"& �O°±²³£¬´µ: ()-�

P�I34<6O Yzno ）.）) !¶·�¸¹º
» "%") º/¼0O½¾¿ÀÁÂ?@ÃÁÂÄt ））$) Å
¼OÆÇ¾È '' �OÉÊBË ""+"' ÌÍ�Î��Ï�Ð
�O ÑÆÒh�gÓBO Ô3456�gx�§Õ:?
@Ã Öt×ØºÙÚÛÜO ÝÆ��¦§�g:Þßà
á� !!"# $%& '()" #*+,-#

!"#$%&'()*+
,-./01234 !"#$%&'()*+*,-./0123 "#

$ !"!" 45678%&9:;<=7>'( #$% ?@
AB!CD/E)*FG3 )*HI"#$56%&+
JEKLM/N3+JOI !&'" PQ3RST/UVWX
YZ[\]^)*+*_,8̀ ((()*+,,+-.)/0-1-)
.23)4-a = b c 6 / d J e f g 8h/556788..9:)
4/1-.,;).23)4-aV

!"#$%&'()*)+,-./
!"#$ 0 ## 1 !% 2

!"#$%&'()*

!!"#$!

! ! ! !!"#$%&'()*+,*-./0123456
78)9:;<=:>?0@ABCBD)90EFGH
IJKLMNOAPQRSTUVWXYZ " [\]^K
)9_`a ![bA$%&'(cdefg%h)9i#jd
kOlmnoApqrWsti,9uvwx9y>?z{A
|}u~�(����)9������� #$$%A���
������a

![bA$%&'()9����r�0����iK
����A� ¡ ~u�)9>?�¢A{£(¤¥¦§
,9¨©A f(ª«¤¥¬,®87¯«)9_`A(
¤°§±R@²0²³´µW¶·0�b9,¸��¦§
,9¹ ()9+º»(<=¼½�u(¾´¿+u(ÀÁ�
�uÂÃÄ678ÅAÆÇrÈÉÊ&)9iK>?ËÌAÍR
VÎ)ÏÐÑu��ÉÒu<ÓÔÕuÖ×Ø�uÙÚ8ÛÜ
WÝK>?z{AGÞßàáâ]u8ÛÁãäåæçè

éêrë�ìuí��iA$%&'(jdîOlmn
oA'�Vïð)9>?ñòAª«óôõ)¾�öA�÷
ÒtzQø�ïùApqV9u)uÊuúuûüuý)rþÿ
WÝiK)9!"ñòA��#r$�%&i'(lmAP)
*� +r,-þ./u��0.1iK23A45V��
67è "%&' ()*#

!"#$%&"'()*+,-.,/

!"#$%&'()*+),-./012#%&'(
345678*9+:;<=>?@ABCDEFG&HI
JKLMANOPQR*>STUVWXYGZ>[\]+^
_`aEb%+Ac*d> Nef+gDh34*9ij
kl mn9+)opq%&'(345678*9rst
uK78tu+vvwxy

!zi> {*9|}:+~��*9������>�
8����6�(N���y������:;�]���
�#��)��(03~�����N� ¡¢£¤>¥¦
§L¨©ª«¬� K®¯°03±²~�� /³� 
´DRµ>¶·©v¸3¹ºz»¼½¾�¿Ày ÁÂÃ(
�¸3KÄÅÆÇ�ÈÉÊ>ËzÌ(�ÍÎ~ÄÅÆÇÏ
Ð>ÑÒÓÔ�Õ�Öy

${*9:×]+ØÙÚ>\ÛÜfÚ)9>ÝÞßà
áâãäy$åæ��çè��*>�¤:;éêãäë>?5
Ðì³í6�î>ïE�ðyÁ�ñÞßò+ãäóô>õR
ì³öN÷øùå56MVìèÐØ !" ðyúû�(56$ü
ýç~��*Vþÿ!KV"#Iy�$>%&'BÌ%&'
%()K*+,-./01A23~4953>6784�
9:+53>;7%()<I�+9=y

*9>ã?=@>Ú)A>?BCåVDE9KFGHIè
JKL/>�:~M?9>�:~N��>OPQR��>Ì
��56%&'~�ST_Uy !!"#" #$%&'#

!"#$%&'()*+,-

!!"#$"%&!'()"

! " #$% &'( ) *

!"#$%&'()*+,-./012
34

!! 5 "! 6) 789:;9<=+>?
@A B63CDEFGHHIJKL3MN
OAP2QRSTUVVWW3XYZ[\]^
3X_Z`abc3d+Zefgh3ijkl
mnopqr3sKU

tGumv.wk xyz{|}~+�
@�t��?����Axy����?3�
��uA9<�+>?@��y���<�U

+,-.!/012345

����!�A�����YU
����~+�n ¡¢�@|£k9<

=+>?@"¤¥¦~+>§k�n¨©�ª
=~+Z«¬®¯°±+¢²³´µ¶·±
+U¸¹>§º»¼½¾Z¿ÀÁZÂÃÄÅÆ
«¬ÇÈ°d+kÉÊ¶¨ZËÌÍÎZÏÐ
½¾ÑÆ¨ÒÓª=d+kÔÕÖµ×ZØÙ
µÚÆ´µÛÜd+kÝyÞßàáÊâß½
ß+ãäåwU

"#!$ æA �@çèéêëìíîïðñ
�nA�òóôõZöÒ÷ø3ùúA�ûü̈ ý
þÿk�!ü̈ ý"#k$%�&'à({?)k
*¤ª+,-ü""!ý=.k/&=01234U

! 5 $ 5k�@67ÛÜ89:;Øñ9
:*<�@=>�n?=k@y=ABCD

!%&'(" EFkGH:z !$'$&)�@yIJ=+
:ªK *% EFk GH:z !+'%)� @yL²
"+',! EFkØ½ÇL² *'! EFkGH:z
"('($)U æ�MN,-&' "# Ok @= !*
OkPQRSTUNc=Z@=U

Vc9<=+>?@3WXYZk�n3
[\]^�V_`aì§>¨Ò�ª=bcd
d+ !, ek¨Ò~+B~Kf�gEhij�
k~lmüno{pýkæª=qr/soÂt
u¤vD !## wxyzQ� {M|}EF�
O&' "% Ok~�¥² %$ EFk¥¬OÌ�
Î���&'k��º9:��POÌ��¥
²3����@ð�d+� "%$ ek yº~
+§>3Øw��U

�~+{�úk�&'{¥�k9<=+
>?@�O�8��k���n��2U

+678!9:;<=>?

üd+�ð�nk�@�ð��U ý���
Gü�Iýk9<=+>?@é" ��Z¡¢
£1µ¤¥F¦§d+�n3¨©kª��«

x¬k®VD�d+3¯°1±U
"#!$ æk�@½:²í³´ (', EFkx

©²Â ,',!,-EF� *<¨ey��@µ�
þÂk¶¤d+·¸¯²ü¹ºýU

tü»¼»½Z¾¼¿¼ýxü�¼�½Z
ÀO¾½ýktüÁ�ÁýÂÃLÄÅîxü÷
¼Æ�Çý3��[ÈktüÉ¬ýÊËíî6
î0{xüÌ5GÍ±ýÎö=0Ï,k�@
�üÐÑÒÓÔý`a1Z�n1Z��1d
+k¡¢ºÕ¼ß+ZÖ�÷{Z×ØÅ¤3
�nÙÚU

,í ! OÛ£&'.! �@hÜ¦/! �
�@ÝÅyÞ0! �ßàáiÝÅyÞ1! �
Lpâãä2! �åæ@ÕQ3ü!34ý��
Jçk*Áèé&'t¥¬xÏwZL~b¹
ê��*ë.3=0ì�Zíî~ìZïðñ
òìóôìqÆk õÚd+÷ðö÷i�øk
Ý�ùxZ½ùºZ÷ÚúU

ûà��=ük ýúþÉÊ2ÿ!"
#Z�³>$|%~&¯°'(°0~�U ¸
ëûà��=ükf�2)ZÇþ*+3,
-k.¬#/2)þd+6i3��k,o²

³0°Z1à12Z3¶14U5Qy�d+�
�?)k È67%,iÛÜ�n3,-89k
*:©Z;<���1�@d+k¶=,iÛ
Ü,oØ>?�nU

þ@GAkªPþÿ(-à(k�@6Õ
iBCDá 5 9ày¸Xk jE@yHF�
x %")kÝGH yºüIgIhý3jEJ
K�ày>?Lu9MMN ", w=:NkOæ
INà(9MMN "# w=:Nk0i>?L
u9MMNª�x (, w=:Nk P°QR3
d+SüTUDVýUmWXYºd+3L²è
Zk[P\]^º&'à(_`kªaº~+
>§�nU

+@AB!CDEFGHI

ü·¢ ! b¨Ò½cZ½¥¬ "# OEF
�O&'Z½à *# w=:d9MMNZef
CD:z (#)�OZ �@b�*gh ,# �k
,oÛÜ89ìefCDiP\�:zU ýj
F½3�nk£k 9<=+>?@l=mn
oZ6pqsr�sV�n×Ø´)U

Á�t13�nuúk9<=+>?@Ý
v÷wwxyk �zª{ {|¬3î¤k}
"*Á~N "#"# æU

���à(�@���e��U ��@'
��nZ~+�nZ;I°GZ�²�&Zß½
ß+��u¤iîà(Æ:Á���¤7
%���@ÛP�n'�ò����+89Z
ñò:�b�������&'�NZ&'(
MZy���R�Z&'¢�Æ:Á¬í�e
¿�U

����î���@à(U ¶·��9:Z
ü3�E 3 ��ýà(�[k*Á,-&'�
½ZEO½Ã��kñòd+½Ã�êðZ_�
z3�ö�¶·»1��=üZ��12Z,A
�¸Z�GìcÆ��k,o�@�� �Ãk
¸ëEº,A ¡Z��,A¢�ZÍñÞ£
¤Æ:çkX¥í�Q¦§d+ì�Z¨ `
�kÚúd+3©ªÛ¡k~U

���Iä�?��ÃU@«Þu¬b�
�cdk®H yk~¯��>§@Zß½ß
+ãä@Z~&¯°«¦@�=¬¨Ò�ª=
c°þw&'à(kIN·w "## ±²³kà
(GO�´ "## wx¨µ3¨Ò>¶c°?
)k ¥¬Geu·¸ !,# wx¨µ3¹º»
»� y�GINZ>?¼¡Z>½¾ZR¿ZÀ
ÁZª=Zc°ZÂ¯��ZJ�{Gi3Â°
Ã¨ÒþwU

ÄÅÆ[ÇkÈÉ�½ÞU FÊ½3ËÌ
Ok9<=+>?@©�ÖÍ3ÎÏkÐÑÒ
ÅkÖ¤nÓ½3ÈÔÕYU !!"#$!

!"#$%&'
!!!"#$%&'()*+,-./

责任编辑 封锐 周倜 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
时事 14

国务院印发《通知》

加强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实行资本金制度， 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
资本金比例，是促进有效投资、防范风险
的重要政策工具， 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优化投资供给结构的重要手段。要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
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求， 更好发挥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作用， 做到有保
有控、区别对待，实现有效投资和风险
防范紧密结合、协同推进。《通知》就加强
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工作提出四个方面
政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完善投资项目资本金
制度。 明确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适用
范围和性质， 分类实施投资项目资本金
核算管理，按照投资项目性质，规范确定
资本金比例。

二是适当调整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
本金比例。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
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由 25%调整为
20%。 机场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维持
25%不变， 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维持20%
不变。其中，公路（含政府收费公路）、铁
路、城建、物流、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领
域的补短板基础设施项目， 在投资回报
机制明确、 收益可靠、 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可以适当降低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
但下调不得超过5个百分点。

三是鼓励依法依规筹措重大投资
项目资本金。 对基础设施领域和国家鼓
励发展的行业， 鼓励项目法人和项目投
资方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
筹措不超过50%比例的项目资本金。地
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统筹使用本
级预算资金、 上级补助资金等各类财政
资金筹集项目资本金， 可按有关规定将
政府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

四是严格规范管理， 加强风险防
范。项目借贷资金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股东借款、“名股实债”等资金，不得作
为投资项目资本金。筹措投资项目资本
金， 不得违规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不得违反国家关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率相关要求。不得拖欠工程款。金融机
构在认定投资项目资本金时，应严格区
分投资项目与项目投资方，对资本金的
真实性、合规性和投资收益、贷款风险
进行全面审查。

� � � � 新华社北京 11月 2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1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为契机，
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更大力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
解难题。

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
力、提升竞争力，是增强市场活力、稳定社
会预期、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发展和就
业的有效举措。明年1月1日实施的《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总结了近年来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效和经验，从法制
层面明确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的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我国
营商环境还需更大努力加以改善和优化，

这方面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要抓紧出台
《条例》配套措施 ，加快清理、修改或废止
不符合《条例》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
《条例》落地。

会议强调，要按照《条例》要求，聚焦市场
主体关切，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持续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一是进一
步精简审批。 明年编制公布国家层面行政许
可事项清单，清单外一律为违规审批。大幅精
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外的其他准入管理措
施。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明年底前将国
家职业资格数量再压减一半以上， 将技能人
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全部调出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二是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幅
放宽对服务业市场主体的资质、从业人员、经

营场所等要求，取消对营利性医疗、教育等机
构在证照办理、设备购置、人才聘用等方面不
合理限制。推进“证照分离”改革，着力“照后
减证”。 三是进一步清理政府部门下属单位、
商业银行、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涉企收
费。整治物流领域不合理收费，明年底前进出
口单个集装箱常规收费压减至400美元以内。
四是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 清理纠正在行业
准入、 资质标准等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
歧视性或没有法律依据的差异性规定做法，
一视同仁公正监管。强化政务失信责任追究，
对因公共利益等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
定使企业受损的要依法补偿。 五是进一步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 明年底前力争全国所有市
县不动产一般登记、 抵押登记办理时间全部

压至5个工作日内，实现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
化和主要涉税事项网上办理。 全面推广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制， 群众办理实行告知承诺制
的事项，只需作出符合规定的承诺，不需提交
任何证明。

为发挥好营商环境评价的引导和督促作
用， 会议要求在2018年以来全国部分城市开
展的国内营商环境试评价基础上， 以市场主
体感受为依据，改进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既
查找解决共性问题， 又不增加地方和企业负
担。要对标国际先进，抓住纳税、获得信贷、跨
境贸易等短板弱项，推出有针对性改革举措，
定责任定时限逐项落实，加快推广社会认可、
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契机
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 � � � 据新华社日内瓦11月26日电 第八届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26日在日内瓦举
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世楫、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周太东等中国专家介绍
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 提升人民福祉、 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发挥的重要作用。

专家们在发言中说，中国已与137个国家
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有力提升沿线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带
动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帮助有关国家大规模
消除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文交流。

专家们指出，正如《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所表明
的那样，“一带一路” 合作伙伴将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开放、
绿色、廉洁，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中履行
社会责任，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
要求中国企业在开展海外经营活动时保护
员工合法权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加强海外业务的合规体系建设。

专家们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建设，也积累了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参考的宝贵经验。中国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
强合作，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绘宏图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

中国专家在联合国
宣介“一带一路”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