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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3日电

当地时间11月13日，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

幕式在巴西利亚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

发表讲话。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俄罗斯总统普

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一同出席

闭幕式。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来，世界形势又发生

许多新变化，既充满机遇，也有不少挑战。 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动能逐渐释放， 为生产

力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同时，保

护主义、霸凌主义逆流而动，冲击国际贸易和投

资，加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 企业有信心，市场

就有活力。希望工商界朋友们抓住机遇，应对挑

战，继续发挥各自优势，踊跃参与和推动金砖国

家经济合作，积极在金砖国家投资兴业，为促进

增长、创造就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

系是下阶段金砖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要

敢于先行先试， 将企业合作同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结合起来，争取在创新、数字经济、绿色经

济等领域拿出更多亮眼成果， 助力五国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要找出阻碍各国经贸投资往来的难点和痛点，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建议， 帮助政府更好了解

行业和市场诉求、提高决策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面

向未来，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没有变，中国

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 我们将进一步开放

市场，扩大进口，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创

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共建“一带一路” 已经进入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希望企业家们抓住机遇，积

极参与，收获更多合作成果。

金砖国家工商界代表约600人出席闭幕式。

当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博索纳罗

和夫人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举行的欢迎宴

会，并一同观看了文艺演出。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稳增长将持续发力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7%，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7.2%；1-10月， 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5.2%，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长10.3%。 专家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稳增

长政策料持续发力， 重点在于用好积极财政政策

稳投资，加强政策协调，支持经济筑底回升。

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10月

有一些指标受短期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波动，但

从判断宏观经济常用的四个方面， 即增长、就

业、物价及国际收支来看，经济运行继续保持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指标仍然运

行在合理区间。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

表示， 近年来， 宏观数据呈现出明显的季末上

翘、下个季初回落的特征。 因此，10月数据集体

回落或是临时现象，预计11月不会继续放缓。

从消费来看，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较9月回落0.6个百分点， 而扣除汽车以外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3%。 民生银行首席

研究员温彬表示，10月汽车消费同比增速下降

3.3%，降幅较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汽车消费

低迷对整体消费拖累较大。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10月

社消增速回落，与“双11” 促销导致10月部分

消费需求后移有关。 从数据来看，限额以上批

发和零售中， 化妆品类增速从13.4%下降到

6.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速从5.4%下降

到0.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速从3.6%下降

到-0.8%。 这几类消费品在“双11” 中促销力

度大，10月相关销售增速放缓与此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1-10月， 商品房销售面积

增速和销售金额增速分别从-0.1%和7.1%，提

高到了0.1%和7.3%， 其中销售面积增速今年以

来首次由负转正。李奇霖认为，商品房销售继续

好转可能的原因， 一是开发商加大促销以价换

量；二是部分城市“因城施策” 进行调控，政策

环境相对较为宽松。

高技术产业投资成亮点

投资方面，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房

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均较前值回落0.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中，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较前

值回落0.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较前

值加快0.1个百分点。

“10月基建投资回落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未来还是会维持温和回升的态势。 ” 摩根士丹

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 截至9月，

专项债已全部发完年内额度，10月基建投资缺

乏提振主要是由于缺少新的专项债额度。

（下转A02版）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1,466万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

股票简称：硕世生物 股票代码：688399

发行方式：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初步询价日期：2019年11月20日（9:30-15:00）

网上路演日期：2019年11月22日

网下申购日期：2019年11月25日（9:30-15:00）

网上申购时间：2019年11月25日

（9:30-11:30，13:00-15:00）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2019年11月27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投资者关系顾问：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详见今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

场外配资和对外担保

“红线”划定

□本报记者 昝秀丽

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

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共计12部

分130个问题，涉及金融领域的部分包括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证券、营业信托、财产保险、

票据纠纷案件审理5个方面内容， 对其实践

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纪要》， 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方

面，从审判实践看，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

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 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

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

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 配资公司

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

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

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 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

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 对其他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 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证券法》第142条、合同法司

法解释（一）第10条的规定，认定为无效。

《纪要》指出，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的合同效力问题， 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

一，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有必要予以规

范。 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 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公司法》 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

权进行了限制。 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

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

权代表的规定， 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

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

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强调，《纪

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

援引。 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

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 部分具体分析法律

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纪要》的相关规

定进行说理。

两部门公告：

解除美国禽肉进口限制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14日联合发布

公告，解除美国禽肉进口限制。

公告说，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解除原质检总局、原农业部联合发

布的2013年第19号、2013年第103号、2014

年第58号、2014年第100号、2015年第8号公

告对美国禽肉进口的限制， 允许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要求的美国禽肉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