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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政南 周 磊

11 月 13 日，长江岳阳段沿线，一
群特殊“拾荒者”拿着钳子将岸边的矿
泉水瓶、果皮、废纸、包装袋等垃圾装
入垃圾袋。这是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干部组成的“长江环保我先行”志
愿队。近年来，该局高度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引领推动干部职工作风
转变，促进了全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发
展。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立了
“一把手”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
各科室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选派工作经验
丰富的同志负责文明创建日常工作。
该局以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为目标，进一
步完善文明单位建设工作例会、情况月
报、定期督导等制度。局党组定期听取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汇报，对机关文化建
设、群体性活动开展、文明宣传和结对

帮扶等工作专门进行研究部署。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近年

来，该局组织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和
志愿服务活动，创造性地开展了“文明
劝导我先行”、无偿献血、扶贫帮困、抗
疫助产复工、助学敬老等系列志愿者
活动，被评为市“最美献血者”优秀团
队、驻村扶贫和行业扶贫连续被评为
先进并在全市作典型发言。疫情期
间，该局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志愿服务活动，派出
84名同志参加11个社区的驻点防疫，
累计值守 615 个小时，捐赠防疫经费
20万元。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把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融入到业务工作和
党建工作中，将文明单位建设工作纳
入《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0年
机关党建工作要点》，做到同谋划、同
部署、同推进。制定了《创建“湖南省
文明单位”实施方案》，将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纳入了年终绩效考评。该局还
十分注重干部职工文娱活动，举办了
建党70周年诗歌朗诵比赛、机关工间
操、环南湖健步行等活动，成立篮球、
太极、瑜伽、摄影等10个兴趣小组，经
常性开展比赛和户外活动，增强干部
职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该局文明创建工作的成果，也在
服务社会、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中得到了良好体现。今年，该局
创新服务模式，工程建设审批领域加
快推进“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共享共
用，配合建好中介服务超市，全面实现

“多测合一”。不动产登记实现“三窗
合一”，一日办结，启动了新建商品房
转移登记“60 分钟出证、一次性当场
办结”，60 分钟出证已办理 4000 多
笔，8月成功试点“交房即交证”“交地
即交证”改革，在全省营商环境测评中
获得省政府常务会认可，不动产登记
窗口评为市“十佳示范窗口”。

一城文明风 满目幸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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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拥抱更紧密

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转战”东博
会，航班周折、防控隔离并未削减老挝参展
商陈天的热情。“我们公司是第10次参加东博
会，算是参展次数较多的老挝商家之一。我
们将家具、咖啡、大米、丝绸、茶叶带到中
国，也会带中国高科技电子产品回老挝销
售。”陈天说。

疫情下，东博会依然有1600多家中外企
业线下参展。“两个展会真正向世界展示，中
国可以吸引世界上众多优秀企业。”在同样辗
转两个博览会的马来西亚参展商罗维坚看
来，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快速复苏的经济环境
蕴藏新机。

本届东博会以“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
字经济”为主题，充分展示中国—东盟携手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果，全方位深化中国—
东盟友好关系和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雷说，
本次盛会签约仪式共组织签订国际、国内投资
合作项目86个，总投资额2638.7亿元，同比增
长43.6%，是2004年首届东博会以来签约项目
投资总额增幅最高的一届。

1900多家企业参加的“云上东博会”热闹
非凡。在中国商品馆、东盟商品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商品馆内，主播们各显身手热情“带
货”，累计展示商品 4800 多件。截至 30 日 12
时，“云上东博会”全网曝光量超过10亿人次，
站内访问量超过2005万人次。

“各场对接会为国内外客商促成约 3000
对精确配对，实现‘面对面’‘屏对屏’的精准对
接。”王雷说，“云上东博会”将继续常年运行，
中外参展商可全年在线进行展示洽谈、直播营
销，打造永不落幕的展会。

数字上的连接更“硬核”

2020 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 5G、物联网、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以及数字防疫等方面合作方兴未
艾。4天的博览会中，数字经济成为多场论坛
的主题。

与会者思想激荡，在讨论中逐渐凝聚共

识：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数字化进程，数
字化从一种额外选择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手
段，数字经济已成为撬动中国—东盟经贸合
作高质量发展的新杠杆。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数字信息通信领域
开展合作的时机已到。”马来西亚通信与多媒
体部部长赛夫丁·阿卜杜拉说，期待中国与
东盟有更多数字合作，共同分享建设成果。

在本届东博会期间举办的中国—东盟信
息港论坛上，与会各方围绕 5G、人工智能、
电商等7个主题开展交流合作，线上举办数字
技术展览，签约一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助
力“数字丝路”建设。

“数字经济是保持东盟与中国伙伴关系
稳定发展的一大重要领域。”东盟秘书长林玉
辉在开幕大会上致辞表示，东盟各国得以从
疫情中逐渐复苏，其重要战略之一就是加快
并实现本地区数字化转型。

林玉辉说，预计到2025年，东盟的数字
经 济 将 从 2015 年 占 GDP 的 1.3% 提 高 到
8.5%。中国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走在
前列，是东盟推动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珍
贵伙伴，相信中国的支持将为东盟数字化转
型注入新动力。

描绘中的蓝图更宏大

手工地毯、围巾、足球……这几日，巴
基斯坦展区很热闹。巴基斯坦一家珠宝公司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龙带了很多珠宝来参
展，忙得不可开交。“来访顾客数量超乎想
象，明年我肯定还会再来，届时要在展位上
再加一个展窗。”

巴基斯坦是本届东博会的特邀合作伙
伴。自 2014 年首设这一机制以来，澳大利
亚、韩国、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坦桑尼
亚、波兰等国家先后担任特邀合作伙伴，拓
展了东博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外延。

“‘一带一路’倡议、巴中经济走廊将
巴基斯坦、中国和东盟相连。”巴基斯坦驻广
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商务参赞穆罕默德·艾凡
说，随着减免关税、破除贸易壁垒等中国—
东盟自贸区红利释放，巴基斯坦、中国、东
盟之间的联系会日益增强。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 10 周年。
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
已取消7000种产品关税，90%以上商品实现
零关税。

中国全面扩大开放的步伐从未停歇。历
经 8 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于11月15日正式签署，全球最大的
自由贸易区由此诞生，覆盖东盟和中日韩等
经济体。

王雷说，今后，东博会将在更大范围把中
国与东盟 10 国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与其他
RCEP成员国的资本和技术优势紧密结合，服
务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新华社南宁11月30日电）

变“危”为“机”崭新开局
——写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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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万多平方米的展厅内，5000 多
个展位向各国客商展示琳琅满目的商品；
1600 多家中外企业线下参展，智能机器
人、3Dface等吸引众多专业观众围观；“云
上东博会”平台上，数以万计的“云洽谈”
持续举行……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在正在举办的第17届东博会上，
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参展参会促进合作
的热情并未减少。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2004年，首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举办时，双方年贸易额仅有552亿美
元；2020 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已达
4818亿美元，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实现历
史性突破。

比数字更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展会上
商品的变化。从初级农产品、手工制品、食
品等唱主角到5G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
备等为主导，中国与东盟合作不断拓展和
加深，并展现出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

中国与东盟多领域的深度开放与融
合使双方获得看得见的实惠。在中国—东
盟自贸区框架内，7000种产品取消关税，
90%以上商品实现零关税，猫屎咖啡、猫
山王榴莲、山竹等东盟特色产品更多地走
进中国民众的生活。作为东盟主要游客来
源国和投资方，中国为东盟旅游业等行业
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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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关系成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RCEP的签署将使中国与东盟之间市场更加开
放、联系更加紧密，给民众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双方正
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市、5G网络等领域进
行更广泛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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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将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加
广阔的市场机会，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新华社南宁11月30日电）

新华时评

右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建筑（11月
30日摄，无人机照片）。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上图：11月30日，第17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图为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观众（右）在选购商品。

为期4天的第17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30日在
广西南宁落下帷幕。签约
总 投 资 额 2600 多 亿 元 、
5000 多个展位、数千家企
业参展……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
远。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互
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
性突破之后，中国与东盟共
襄盛会、谋划未来，携手在
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