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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孙奕、马卓言

２０１９——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年，中国外交史上又一重要年份。

这一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
严重冲击国际秩序，成为突出
威胁。

这一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始终保持定力、胸
怀天下、积极有为，在乱局中引领
方向，在挑战中克难前行，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不断书写崭新篇章。

汇聚力量：伙伴关

系网愈发细密坚韧

这是一份紧凑繁忙的行程
表——

一年内，国家主席习近平先
后７次出访，４次主持重大主场
外交活动，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
国的感召力、影响力、塑造力大大
提升。仅在今年６月，习近平主席
就接连４次出访，创造了新中国
外交史上的纪录。

这是一份世界瞩目的成绩
单——

建交国总数上升至１８０个，
伙伴关系增至１１２对，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进一步
拓展；又有１６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文件总数升至１９９份……

频密的日程，丰硕的成果，彰
显中国深耕厚植团结友谊的诚
意，展现中国推动全球开放合作
的决心。

这一年，中国积极运筹同主
要大国关系，为国际局势不断注
入正能量。中俄一致决定发展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
动两国关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为邻国、大国和谐共处、合作共赢
树立了典范和榜样，在风云变幻
的国际形势中发挥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中美在平等和
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当前国际环境
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于双方及整个世界
的和平与繁荣；中欧携手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
关系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蓬勃发展并吸纳希腊为新
成员，意、德、法等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分别访华。

这一年，中国进一步增强与周边各国的战略互信与利益交
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强团结合作。中朝最高领导人在
建交７０周年重要节点实现历史性互访；中印领导人成功举行
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打开中印互利合作新局面；“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全面推进，中国－东盟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新阶段；中
日韩合作２０周年之际，三方合作提质升级迎来新机遇……

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中国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伙伴关系含金量不
断提升，全球朋友圈越来越大。

开放包容：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
“封闭的空间只会四处碰壁，开放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中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纵览２０１９年，“开放”始终是中国一个重要关键词。任尔
乱云飞渡、凭他风吹浪打，中国以开放包容之姿，高举互利共
赢旗帜，为世界合作共赢注入澎湃动力。

这是主动拥抱世界的自信——
一年来，中国多次以东道主身份，广邀四海宾朋，共商合

作大计，以实际行动坚定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今春，一组数字成为有力见证：３９位外方领导人、１５０个

国家、９２个国际组织、６０００多位外宾，多达２８３项的成果清
单，总额超过６４０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
识，再次惊艳世界。

意大利、卢森堡、秘鲁……２０１９年，越来越多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朋友圈；中巴经济走廊、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欧
班列等重大项目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带去新的发展机遇；
１至１１月，中国企业对参与“一带一路”５６个国家新增投资
合计１２７．８亿美元，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对外承
包工程合同额１２７６．７亿美元，“一带一路”合作稳步推进。

“动员更多资源，拉紧互联互通纽带，释放增长动力，实现
市场对接，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共同走出一条
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习近平主席道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这一中国方案背后的大逻辑。

金秋，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盛况空前，共有１８１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３８００多家企业与会参展，按一年
计，累计意向成交７１１．３亿美元。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
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宣示的新举措为世界经济注
入强大信心。

进博会如同一个窗口，浓缩中国扩大开放、推动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的主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评价：
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承诺将不仅限于举办一两次展
会，而会转化为持续的进程。

这是主动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气度——
出台外商投资法、发布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

降低进口关税、放宽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增设６个
自贸试验区……面对新形势，中国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时至
今日，中国已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承诺，关税
总水平降至７．５％，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１分钟，中国进出口约５７００万元；１小时，全国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近７家；１天，全国对外直接投资３．９２亿美元……
日新月异的进步背后，是中国“前景不可限量”的坚定信念，是
“欢迎大家都来合作”的广阔胸襟。

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２０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
排名由去年的４６位上升到３１位，提升了整整１５位，成为携
手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的有力注脚。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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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28 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证券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新修订
的森林法、社区矫正法、关于修改台湾同胞投
资保护法的决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
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
签署第 37、38、39、40、41、42 号主席令予
以公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8 人出席会议，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
请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议案，决定将民法典草
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委
托王晨副委员长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作说明。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
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
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
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
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华侨委
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
受张俊勇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
求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骆惠宁为十三届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第五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

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
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
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
会议。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国务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国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
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十五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了题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
讲座。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巨大功效，坚
定制度自信；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把牢
前进方向；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的任务要
求，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证券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公布 6 部法律和决定
栗战书主持会议

新华社深圳电（记者周科、王晓丹）现场
签约项目 128 个、总投资超 5600 亿元；启动
新开工项目 153 个、总投资 1102 亿元……临
近岁末，一个个优质项目“相约”深圳，让这座
温暖如春的鹏城熠熠生辉。

莲花山下，百花争妍；前海湾畔，吊塔林
立。漫步在深圳，一股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目标奋楫前行的朝气，扑面
而来。

千亿级投资凸显活力

“为了让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为实体经济
发展提供重要载体，深圳梳理了 30 平方公里
的产业用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幼鹏说，新一轮规划中，深圳高度重视创新
资源的配置，谋划了“一核心、六片区、多节
点”的创新空间格局。

据了解，这些产业用地分布在深圳全市
36 个片区，大部分在 1 平方公里以上，个别
达到 4 平方公里。片区的功能定位涵盖总部
基地、先进制造业、科研教育、文化旅游、金融
服务、人工智能、海洋产业等多个领域，可满
足不同类型企业的需求。

“这几年，我们清晰感受到深圳‘有事
服务、无事不扰’的优质营商环境，数字产
业生态正加速形成。”京东集团副总裁杜正
平说，当前深圳正逢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
示范区建设“双区驱动”机遇，京东也将与
深圳继续深化战略合作，在深圳布局总部
集群项目，同全球的资源实现再连接、再聚
集、再创新。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表示，
寸土寸金的深圳面向全球推出 30 平方公里
产业用地，凸显深圳为实体经济打造重要载
体、推动国土空间提质增效的决心。

新项目直指产业发展

记者 25 日从深圳市政府获悉，目前深圳
市已集中启动 2019 年第四批新开工项目，共
计 153 个，总投资 1102 亿元。新开工的项目
中，产业发展类项目 1 4 个，项目总投资
346 . 7 亿元，主要包括 OPPO 国际总部、神舟
电脑新舟工业园、瑞湾大厦等。

“本次开工项目中，总投资超过 50 亿元
的大项目有 4 个，其中 3 个是产业类项目。”
曲建说，这些项目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
是实体经济依然是深圳未来发展的重中之
重，是政府在未来招商引资中给予高度关注
和支持的一类项目。

深圳行政学院副院长谭刚表示，这些项
目分为产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大方面，
反映出深圳对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在加强，对支撑深圳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产
业给予高度关注，这些重大项目是支撑深圳
今后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

“此外，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受到了
高度关注。比如水质净化、河流、文化街区等建
设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深圳的城市功能，更好
地适应先行示范区建设中提到的关于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民生幸福等要求。”谭刚说。

“总的来说，深圳通过投资来形成未来的
增长点，弥补自身发展的不足，体现了以稳增
长来加快发展。”曲建说，从产业发展类项目
看，它们在产业导向方面和深圳将来的发展
密不可分，相当一部分项目集中在了未来产
业的发展。这批项目的建设将助力深圳进一
步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持续发挥对
优化经济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为未来经
济社会高质量稳定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下转 2 版）

林茂鸟知归：千亿元优质项目“相约”深圳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记者杨维
汉、陈菲）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 28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京
召开。

决定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议
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2019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0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 2019 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
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日前召开的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主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建
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于明年 3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明年 3 月 5 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明年 3 月 3 日召开
被人们亲切称为“胖

五”的长征五号，打了一
场漂亮的“翻身仗”。

长征五号是我国运
载火箭升级换代的里程
碑工程，可实现近地轨道
运载能力的大幅跨越，运
载能力进入世界先进行
列，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
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之一，将为后续探月工程
三期、火星探测等重大科
技专项和重大工程的顺
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长征五号第二次发
射因火箭发动机故障未
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有人说：“看样子，中国航
天又要进入低谷了。”

回到 20 世纪 90 年
代，中国航天曾接连遭遇
发射失败，有人惊呼“长
城奇耻、国人心寒”，艰难
时刻，航天人依旧奋起担
当、负重前行，终于走出
了低谷、赢得了胜利。

百折不挠 ，探梦不
止。长征五号的这场“翻
身仗”，也是航天强国重
大工程的关键仗，更是中
国航天的必胜之仗。

当长征五号顺利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的消息传来，这一次，中国航天人用胜利做
出了最响亮的回答，彰显了一种逆境中奋
起、愈挫愈勇的担当精神。这一仗，打得真
漂亮！

“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家山沟扎板房，三
块石头架口锅，土豆白菜下干粮。”在文昌航
天发射场，一句当年的顺口溜至今仍在流
传，这是老一辈航天人白手起家、战天斗地
的真实写照。

一代代航天人不竭奋斗，一批批报国者
誓言无声。面对困难，中国航天人初心不改、
信心不丢，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
践，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和重大科技
工程要求的科学管理模式，造就了一支年富
力强、经验丰富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接过了
前辈手中的火炬。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不管困难有多大，
浩瀚星海永远在这里，永远等待着我们去探
索、去追寻。 (记者陈芳、胡喆)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 12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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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8 日，渔民们在菱湖镇盛江家庭农场捕鱼。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举办首届丰收节，渔民们在鱼塘中围网、收网，开展

冬季捕捞，在岁末迎来收获。菱湖镇是全国重要的淡水鱼产地之一。据了解，2019 年南
浔区菱湖镇水产养殖面积达 75210 亩。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冬季捕鱼庆丰年

这是 12 月 28 日在福建龙岩拍摄的古田会议
会址晨景。 新华社记者翟健岚摄

12 月 27 日拍摄的瞿塘峡景色。冬日时节，长江
三峡第一峡瞿塘峡景色秀美。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古田晨景 瞿塘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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