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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
11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
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
互利共赢》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是不可分
割的命运共同体， 要全面深化抗疫国际合
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积极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实现互
利共赢，共创亚太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说明，
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
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各国要守望
相助、同舟共济，弘扬伙伴精神，密切政策
沟通和协调，全面深化抗疫国际合作，坚持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争取尽早战胜疫情，
努力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
容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我们将科学把
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
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我们将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
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二，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打造
经济发展新动能。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

第三，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充分激发
市场活力。 拿出更大勇气、更多举措破除深
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 中国早已同世界经济和
国际体系深度融合。 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
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市场潜力将
充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 我们
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 培育一
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扩大对各国
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开放的大门
将进一步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中国将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 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 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
益，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赋予自由
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继续坚定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 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改革。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对外合作
将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我
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 更加有效
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凡是
愿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企业，我们都
会积极开展合作。 我们将继续坚持多边主
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加强绿色发展合作。

习近平指出，亚太是我们的共同家园。
去年，我提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
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我们
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 持续推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把愿景一步步转变为现实，为亚
太人民造福。

习近平最后强调，疫情终将过去，胜利
必将到来。 让我们携起手来，风雨同舟、守
望相助，坚持开放合作，畅通内外循环，共
创共享亚太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②8

（据新华社 ）

国务院批复同意

浦东新区开展“一业一证”改革试点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

前印发《关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展
“一业一证”改革试点大幅降低行业
准入成本总体方案的批复》（以下简
称《批复》），同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开展“一业一证”改革试点，试点期
为自批复之日起至 2022 年底。

《批复》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
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方面
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验的重
要指示精神， 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部
署要求， 将市场主体进入特定行业
经营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
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营”，
大幅降低行业准入成本， 打造国际
一流的营商环境， 为在全国范围持
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更好克服

“准入不准营”现象积累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批复》提出，聚焦市场准入多

头审批、 市场主体关注度高的行
业，建立行业综合许可制度。 对试
点行业确定行业管理的牵头部门
和协同部门，实现“一帽牵头”。 全
覆盖梳理各行业审批事项，为市场
主体提供准确便利的办事导航服
务，大幅降低对市场准入制度的学
习成本，实现“一键导航”。 对同一
行业的全部准入条件进行标准化
集成，实现“一单告知”。 将多张申
请表归并为一张申请表，实现“一
表申请”。 统一受理申请，各部门并
联审批，实现“一标核准”。 将多张
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
证，明确在全国范围有效，实现“一
证准营”。 首批选择电商、便利店、
超市、饭店、宾馆等 31 个行业纳入

“一业一证”改革试点，配套将国务
院部门负责实施的 25 项行政许可
等事项委托上海市浦东新区承担
受理和发证工作。

《批复》强调，强化改革系统集
成和协同配套， 深化告知承诺制改
革，开发应用网上申办系统，探索智
能审批模式，建立行业综合许可“好
差评”机制。 配套建立职责明确、分
工协作、 多元共治的行业综合监管
制度， 理顺监管职责， 强化信息共
享，加强监管协作，打造智慧监管模
式，实行动态监管、风险监管、信用
监管、分类监管，有效防范行业重大
风险。

《批复》要求，上海市要加强对
改革试点实施的组织领导， 在大幅
降低行业准入成本的同时守牢风险
防范底线，实现审批更精简、监管更
有效、服务更优质。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 积极支持上海市
浦东新区开展“一业一证” 改革试
点，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国务院办公厅、 司法部要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指导协调， 及时总结推广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②8

（据新华社 ）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

商事登记实现“跨省通办”
11 月 19 日， 济南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与太原、呼和浩特、郑州、西
安、兰州、银川等沿黄 6 个省会城市
的审批服务管理机构在济南正式签
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审批服务联盟合作协议》，标志着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商事登记正式进
入“跨省通办”新模式。

今年 9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优化审批服
务，提升企业登记便利度，促进黄河
流域城市一体化发展，济南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主动对接太原、 呼和浩特、

郑州、西安、兰州、银川等沿黄 6 个省
会城市，联合推出商事登记“跨省通
办”服务模式，通过全程网办为主、专
窗代办为辅、多地联办相结合的工作
机制，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对企业
设立登记等 10项商事登记高频业务
事项互通互办，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
化、立体式的登记服务。

通过黄河流域省会城市商事登
记“跨省通办”模式，申请人可通过网
络以全程电子化的形式进行申报，也
可选择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审批服务联盟各市政务服务
大厅现场申请，受理或代办地的登记

机关与企业所在地的登记机关即时
联系、邮寄材料，远程进行审核发照。
同时，联盟各市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异地通办”窗口或帮办席，为投资者
实施全方位的帮代办服务。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商事登记
“跨省通办”的实施，不仅打破了行
政区划的限制， 还为企业平均节约
3 到 5 天的来回时间， 对降低企业
运行成本、释放市场活力、促进各省
市经济协同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为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先行探索提供了有益经验。 ②8

（据新华社 ）

全国首家

河南省慢病健康管理实验室获批
记者从河南省科技厅获悉，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正式获批建设
“河南省慢病健康管理实验室”。 这
是全国首家慢病健康管理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

河南省慢病健康管理重点实验
室建立后，将利用基因组学、分子生
物学、 影像组学等技术和大数据平

台，开展各项研究，为健康管理理论
基础研究、 慢病风险评估及干预模
式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
成为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和疾病
负担。 高血压、冠心病、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 骨质疏松症等慢病导
致的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以

上。河南省是人口大省，亚健康人
群和慢病人群基数庞大。 组建河
南省慢病健康管理重点实验室 ，
将有效提高河南省慢病防治水
平，减低居民医疗支出，提高河南
省在国内、 国际范围内慢病健康
管理研究水平。 ②8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