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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6月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

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把握

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

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世界向

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

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

之问。

习近平强调，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静，时而

波涛汹涌，但总会奔涌向前。尽管国际形势风云

变幻， 但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 携手合

作、共迎挑战的愿望也不会变。我们要不畏浮云

遮望眼，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不为一时一事

所惑，不为风险所惧，勇敢面对挑战，向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

第一，我们要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惨痛的历史表明，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

营对抗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只会导致战争冲突。

迷信实力地位，扩张军事联盟，以牺牲别国安全

谋求自身安全，必然会陷入安全困境。只有人人

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

惨痛教训，和平才有希望。我们要不忘联合国宪

章初心，牢记守护和平使命。 不久前，我提出全

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坚持重视各

国合理安全关切；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

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 坚持统筹维护传

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国际社会要摒弃零

和博弈，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树立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让和平

的阳光照亮世界。

第二，我们要守望相助，共同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 当前，全球发展进程遭受严重冲击。 全

球将近70个国家的12亿人口面临疫情、粮食、能

源、债务危机，全球过去数十年减贫成果可能付

诸东流。 去年，我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围

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构

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全面推进减贫、卫生、教育、数字互联互通、工业

化等领域合作。 要加强粮食、能源合作，提高粮

食和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促进创新要素全球流动，

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绿色转

型。要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

多抗疫药物，争取早日战胜疫情。要坚持以人民

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推动全球发展迈向

新时代，造福各国人民。

第三， 我们要同舟共济， 共同实现合作共

赢。 当前， 一些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遭到人为干

扰，全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持续

动荡，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断走弱。大家都在担

心，世界经济会不会陷入危机的泥潭。在这个关

键时刻，只有坚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才能战

胜经济危机。 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下转A02版）

A0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22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关于加强

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科技

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强化大型支

付平台企业监管促进支付和金融科技规范健康

发展工作方案》。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数据基础制度

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 要维护国家数

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

效流通使用、 赋能实体经济， 统筹推进数据产

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体系。 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统筹规划，避免盲目无

序。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激

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 按照创新活动类

型，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

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

所成。 要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回

归本源，健全监管规则，补齐制度短板，保障支

付和金融基础设施安全，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

风险隐患， 支持平台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

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我国具有数据规模和数据应用优势， 我们推动

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积极探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 加快构建以数

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取得了积极进展。要

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

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 建立数据资

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

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

制度。 要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

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建

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 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机制， 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

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

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 要把安全贯穿数据

治理全过程，守住安全底线，明确监管红线，加

强重点领域执法司法， 把必须管住的坚决管到

位。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

强化分行业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 压实企业

数据安全责任。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行政区划

设置和调整工作总体稳慎有序推进。 要加强党

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行政区

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

究决策。要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组

织研究拟定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 提升行政

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确保行政

区划设置和调整同国家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发

展、国防建设需要相适应。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

护放在更重要位置， 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

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

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

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

的不改。要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加强行

政区划同相关政策、规划、标准的协调衔接，依

法加强行政区划管理。

会议指出，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要

坚持德才兼备， 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以

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

究等分类进行人才评价， 从构建符合科研活动

特点的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式、完善用人单位

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试点任务， 形成可操

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下转A02版）

A05

俯瞰上海洋山港码头（无人机照片）。 远洋巨轮频繁进出，集装箱不断被起吊、装运，船来船

往，繁荣忙碌，畅通有序。 新华社图文

“船等货”变为“货等船” 全球最繁忙港口群活力迸发

●本报记者 武卫红 齐金钊 徐金忠 乔翔

船舶一字排开， 在操作员远程熟练操控

下，一排排高大的“钢铁侠” 挥舞手臂，将五颜

六色的集装箱轻轻抓起，又稳稳地放在自动导

引车上。

这是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7

个集装箱泊位都是满负荷运转。中国证券报记

者日前在现场看到， 近处集装箱堆积如山，而

港口外，万吨巨轮缓缓驶向远方的海平线。

上海、 广东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也

是中国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中国证券报记

者分赴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采访发现，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向好， 几大枢纽港口近期加速复

苏，正竭尽全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上海：洋山港出口报关量大增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蝉联世界

第一，其中洋山港贡献率超50%。 自6月1日全

面复工复产以来， 上海各大港口重启忙碌模

式。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首席远程操作员黄华

说，他平均2分钟就能装卸一只集装箱，感觉还

有点忙不过来。 洋山海关数据显示，上海疫情

期间日均出口报关量为7000单，6月以来已增

至1.1万单，增幅超过50%。

目前集装箱船从开港到离泊的时间，从原

正常时期的48小时压缩到24小时甚至16小时。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以前是“船等货” ，现在是

“货等船” 。

航运代理商徐望云说，四五月份，长三角

很多出口货物从附近的宁波港发货，但最近上

海港运量迅速回升。 上海口岸航线资源丰富、

运作效率高， 随着出口商争先恐后地发货，上

海各港口迎来爆发式出货高峰。

为促进长三角港口联动，洋山海关持续推

进“联动接卸” 监管作业模式，即出口货物在

当地港口办理报关手续，经专用驳船运抵洋山

港后，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 实现进出口货

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大幅提

升了港口通关效率和集疏运能力。相比传统的

水水中转模式，“联动接卸” 出口每标箱可节

约物流成本400元，进口每标箱可节约200元。

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周度统计数据显

示， 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从5月27日的

4175.35涨至6月17日的4221.96， 上涨46.61。

上海港美西、美东航线船舶平均舱位利用率基

本接近满载水平。

深圳广州：抢抓生产

南方的深圳港口，同样迎来强劲复苏。 截

至6月12日， 深圳港今年以来累计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1286.94万标箱，同比增长2.54%，实现

正增长。（下转A03版）

深交所：稳中求进

扩大

REITs

试点规模

深交所首批

4

只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上市一年来， 产品运行平

稳，配套制度持续完善，投资者积极参与。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稳中

求进扩大

REITs

试点规模。

国开行含权政策债发行

重新开闸

时隔逾

10

年， 国家开发银行

22

日再

发含权政策性金融债。 在业内人士看来，

国开行此举丰富了债券市场可投资产品，

有助于更好满足机构投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