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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我

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国有企业改
革一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
环节。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先后实行
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承包制、股
份制等改革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
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从 1994 年
起， 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进入转换经
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

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国有
企业改革方向， 提出力争到 20 世
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
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经营状况明
显改善， 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新局面的目标， 从而将国有企业改
革推进到攻坚阶段。十五大后，以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改革攻坚
全面展开。

1999 年 9 月，中共十五届四中

全会进一步集中讨论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确定了到 2010 年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在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
下，国有企业改革大步推进。 在改革
的推动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大幅度增加， 到 2000 年
底，1997 年亏损的 6599 户国有及
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 已减少 70%
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 2392 亿元， 比 1997 年的 806
亿元增长 1.97倍； 国有小企业也实
现利润 48.1亿元， 结束了连续 6 年
净亏损的局面。许多长期处于困境的
国有企业开始走出低谷，经营状况明
显改善，基本实现了十五大提出的大
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改革三年
脱困的目标。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明日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上午在上海开幕。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
频道、新闻频道、外语频道等电视
频道，中国之声、环球资讯广播等
广播频率， 以及新华网将现场直
播。 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
转播。

李克强出席第 22次中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

明年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据新华社曼谷 11月 3日电

当地时间 11 月 3 日上午，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泰国曼谷出席第 22
次中国 - 东盟（10+1）领导人会议。
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总理巴育以及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文莱苏丹哈桑
纳尔、印尼总统佐科、马来西亚总理
马哈蒂尔、越南总理阮春福、缅甸国
务资政昂山素季、 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老挝总理通伦、柬埔寨首相洪森
与会。 李克强与巴育共同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 中国和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 给双方和
地区都带来福祉。 中国始终支持东
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习近
平主席提出要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
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指出， 当前世界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 给各国带来新的严峻
挑战。 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共同维护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携手共同抵
御风险，实现共同发展。要坚持普惠
共赢，加快经贸合作升级。早日完成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谈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

奠定基础。 落实好中国 - 东盟自贸
区升级议定书，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要增强战略互信，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南海行为准则”（“准
则”） 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
言”）的升级版。 去年中方提出争取
三年达成“准则”的愿景。 各方已经
提前完成第一轮审读， 启动第二轮
审读。 希望各方遵循“宣言”各项原
则， 按照共同商定的时间表积极推
进磋商，相向而行，维护好南海和平
稳定。要坚持世代友好，持续密切人
文交流。加强媒体、卫生、教育、旅游
等领域合作。 中方未来三年愿为东
盟培养 1000 名卫生行政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支持中国 - 东盟菁英
奖学金等项目，促进民心相通。

会议宣布制定《落实中国 - 东
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联 合 宣 言 的 行 动 计 划
（2021-2025）》，发表涉及“一带一
路”、 智慧城市、 媒体交流合作的声
明，宣布 2020年为中国 -东盟数字
经济合作年。与会领导人观看了中国
-东盟菁英奖学金项目有关短片。

一体化的长三角
热盼第二届进博会

据新华社上海 11月 3日电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于
5 日在上海开幕。以上海西翼的“四
叶草”主场馆为起点，一体化的长三
角在过去一年中收获了满满的“进
博红利”。 带着期许与动力，长三角
企业与采购商们正向着第二届进博
会整装待发。

目前，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内，
已集聚了澳大利亚、智利、格鲁吉亚
等国的国别 (地区)商品中心，与进
博会举办场馆毗邻的上海虹桥商务
区保税物流中心（B 型）也于近日落
成运营， 将进一步承接进口博览会
的“溢出效应”，通过保税仓储功能
服务长三角区域企业开展相关保税
进出口业务。 从南太平洋金枪鱼到
阿塞拜疆葡萄酒，新鲜、独特的产品
从全球各地汇集于此， 又将顺畅无
缝地携手长三角采购商， 走进千家
万户。

既有升级的消费潜力，更有强
大的制造动能，首届进博会上的明
星展品， 不少选择在长三角地区

“安家落户”。 首届进博会最大的展
品“金牛座”龙门铣床，最终花落长
三角民营企业；同为首届进博会上

“网红” 展商的意大利莱奥纳多集
团，则在首届进博会后，将莱奥纳
多直升机在亚太区域的完工和交
付中心及总装生产线签约落户浙
江平湖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
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李萌分析
说， 进博会不仅展现了中国这一全
球最大消费市场的魅力， 同时还具
备集聚全球优质要素、 促进综合服
务能级提升的功能， 能够推动长三
角地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改善
优化长三角区域贸易结构， 将成为
驱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
动力和新机制。 11月3日，进博会志愿者在场馆内行走。 （新华社发）

高分七号卫星成功发射
据新华社太原 11月 3日电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1 月 3
日 11 时 22 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重大专项高分七号卫星， 并搭载
发射了精致高分试验卫星、 苏丹

科学实验卫星一号、 天仪十五号
卫星等 3 颗卫星。 高分七号卫星
作为我国首颗民用亚米级光学传
输型立体测绘卫星， 将在国土测
绘、城乡建设、统计调查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高分七号卫星是高分系列卫

星中测图精度要求最高的科研型
卫星，搭载了双线阵立体相机、激
光测高仪等有效载荷， 实现我国
民用 1:1 万比例尺卫星立体测
图，提升我国测绘卫星工程水平，
提高我国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图像
数据自给率。

基于区块链技术，由中国自主研发

城市代码标识申领工作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3日电

记者 3 日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获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关
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 全球
城市智慧工程技术研究（北京）中
心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联合发布了
智慧城市代码标识体系， 并同时

启动各城市代码申领工作。
据介绍， 城市代码标识体系

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智
慧城市代码标识体系是基于中国
首个全球顶级节点代码 MA 而
研 究 设 计 的 ， 符 合 ISO/IEC�
15459 国际标准， 将为各个城市

及城市管理对象分配全球唯一数
字标识。例如：石家庄的城市代码
为 MA.156.1301。 智慧城市代码
标识体系底层基于区块链技术，
是由中国自主研发、 自主分配和
管理，具有统一分配规则、分布式
存储解析、代码不可篡改的特性。

新德里遭遇严重空气污染

11月 3日，在印度新德里，人们戴

口罩进行户外活动。

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日遭遇严重空气

污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