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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速读◎ 天下 SUDUTIANXIA
●李克强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外交部就李克强访问新加坡并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标志式
样和佩带办法》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栗战书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杨洁篪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孙春兰强调 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 推动老龄事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王毅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王毅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举行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中国数字经济投融资联盟成立
●中国开放指令生态（RISC-V）联盟成立
●我国将禁止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27.2万亿元
●全国首个面向运动员的儿童运动能力指导师培训班在京启动
●“雪龙”号穿越马里亚纳海沟海域
●我国首部单光子检测量子雷达样机亮相珠海航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顺应人民期待、推动人类进步是
历史赋予的时代责任。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
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
增长成果”。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呼吁
各国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
推动包容发展，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
大国的道义与担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
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
长提供了强劲动力，造福了世界各国人
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
进步的必然结果。这个大势不可逆转，不

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抬头，面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受到冲击，唯有顺应大势，共同应对风险
挑战，才是正确选择。中国是经济全球化
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过去40年中国
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
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
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
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
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
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务实行动充分
证明，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
界。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共同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
变革之时，只有开放才能使不同国家相
互受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才是各国
应当作出的明智选择。“相通则共进，相
闭则各退”，各国应该坚定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
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
交流、融合。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
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
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
越好。这正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的实际行动。中国将继续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
的国际平台。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务实
行动，正是为了推动全球共同开放，以
开放带来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需要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的方向发展。据有关统计，现在世
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7 左右，超过了
公认的 0.6“危险线”。同时，全球产业
结构调整也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

冲击。面对这样的“发展赤字”，需要
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只有
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
容、更可持续，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
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
程再平衡，才能让不同国家、不同阶
层 、不 同 人 群 共 享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好
处。习近平主席宣布的进一步扩大开
放五个方面重大举措，正是以实际行
动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支持经济全球
化，欢迎各国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机
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实
现共同繁荣进步。

“独木不成林，孤雁难成行。”牢固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
相向而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全
球共同开放，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
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我们就一定能
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11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
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谋划明年
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

会上，黄益平、何德旭、魏尚进等专家
学者和浙江荣盛集团、紫光集团、智联招
聘等企业负责人围绕宏观经济运行和政
策、民营企业发展、技术创新、就业市场形
势等发了言。李克强同大家深入交流讨
论，希望广大专家和企业家围绕促进我国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
问题，积极出良策提建议。

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全国上下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
战，经济在高基数基础上保持平稳运
行，新动能蓬勃发展，城镇新增就业提
前实现全年目标，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成绩。但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变化给
经济运行带来了新的下行压力，实体
经济困难增加，地区、行业走势出现分
化，矛盾和问题不容低估。要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信心，未
雨绸缪，做好应对困难的充分准备，精
心谋划好明年发展，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更好发挥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
优势，培育壮大新的支撑力，确保经济平
稳运行在合理区间、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密切跟踪国
内外形势变化，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加强预调微调，提高政策的协
同性，更加精准施策，营造稳定可预期
的宏观环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积极补短板促升级，更大力度减
税降费，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让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状况有比较
明显的改善。把就业优先放在宏观政
策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对重点群体就
业服务力度，引导多种方式灵活就业，
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创造更多社会财
富。

李克强说，促进发展一个关键环节
是要为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围绕企

业关切和诉求完善政策，设身处地帮助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克服困难。要在深
化改革上下功夫，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扩大民营企业市
场准入，鼓励和支持他们进入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等领域，保障公平竞争。
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手支撑
更多就业，支持各类企业瞄准市场需求
攻克关键技术难关，不断增强自身竞争
力，促进新动能加快成长。要在扩大开
放上下功夫，对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
企业一视同仁，使他们投资兴业更加便
利、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护。

孙春兰、胡春华、王勇、肖捷参加座
谈会。

李克强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

群策群力 应变克难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
韩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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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行

鄂尔多斯分行

通辽分行

通辽分行

乌兰察布分行

乌海分行

借款人名称

伊金霍洛旗振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新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通辽市宇洋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水暖建材门市部

内蒙古玖泰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建蒙鄂贷（2014）02号

建蒙通小企贷2016-27

建蒙通小企贷2017-09

建蒙乌小企贷（2017）0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贷（2015）37号
（展期合同：建蒙乌海小企业贷
（2015）37号补充01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截至转让基准日）

300,000,000.00

13,891,074.78

4,295,573.05

2,780,000.00

1,979,119.06

利息余额
（截至转让基准日）

67,035,544.40

307,247.08

61,459.82

86,792.68

93,295.69

担保人名称

内蒙古蒙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振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伊金霍洛旗育才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李生华

安冀

王萍
张东
刘粉霞
杨子文
付世莲
宁亚清、腾仁杰、牛森
内蒙古优车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亚清
滕小巍
周洋、陈晓光、杨彬、周宇
通辽市宇洋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周洋、陈晓光

郭秀龙、牛秀珍

陈秀花、康有钱

李艾兵、张秀梅

内蒙古玖泰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新静、刘宝平

担保合同编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1号、建蒙鄂担保〔2014〕02-4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3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5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6号、建蒙鄂担保〔2014〕02-2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15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7号、建蒙鄂担保〔2014〕02-13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14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8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9号、建蒙鄂担保〔2014〕02-16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10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11号、建蒙鄂担保〔2014〕02-17号
建蒙鄂担保〔2014〕02-12号
建蒙通小企担保（自然人）2016-27
建蒙通小企担保2016-12-3号
建蒙通小企质押（自然人）2016-27
建蒙通小企抵押（最高额）2015-25
建蒙通小企业担保（自然人）2017-09
建蒙通小企抵押（最高额）2017-09
建蒙通小企质押（自然人）2017-09
建蒙乌小企最高额抵押（2014）37-1号、建蒙乌小企最高额保证
（2014）37-1号
建蒙乌小企最高额抵押（2014）37-2号、建蒙乌小企最高额保证
（2014）37-2号
建蒙乌小企最高额抵押（2014）37-3号、建蒙乌小企最高额保证
（2014）37-3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5）37-1号

建蒙乌海小企业担保（2015）37-2号

公告资产清单
转让基准日：2018年4月30日 单位：元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于 2018年 9月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含相关下属分
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特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8年 11月 9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本报11月8日讯 国开行内蒙
古分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战略部署，全力支持国家能源局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
通道项目建设。2018年 9月 18日
21时59分，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
团锡林热电厂二期扩建项目3号机

组并网成功，成为锡林郭勒盟清洁
能源输出基地锡林郭勒盟至山东特
高压通道中首台上网送电的机组。

2015年至今，国开行内蒙古分
行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大额中长期
资金优势，采取“全额承诺”“先签后
转”等方式，累计向内蒙古能源发电
投资集团锡林热电厂二期扩建项目

提供12.8亿元中长期贷款支持，并
牵头组建银团贷款带动同业资金10
亿元，有力保障了项目按期建成投
产。

为支持自治区清洁能源输出基
地建设，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2018
年以来，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已累计
向盛鲁电厂、国电双维上海庙200万

千瓦发电项目、京能、蒙能锡林郭勒
盟30万千瓦风电等特高压外送项目
承诺贷款134亿元，在将地区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同时，有力支
持了京冀鲁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为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布局，缓解沿
海地区大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发
挥了积极作用。 （解志元）

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全力支持内蒙古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草原上的“移动”银行
生活在巴彦淖尔市巴音乌兰苏

木的牧民，饲养牛羊是家家户户的
主要经济来源。近几年，冬季饲草
料有了保障，每年收入稳步增长，大
家都说多亏了草原上的“移动”银
行。

牧民乌巴彦尔在巴音乌兰苏木
生活了30多年，家里的饲养着20多
头牛和近600只羊，赶上雨水丰沛，
家里就牛肥羊儿壮，如果遇上干旱，
那这一年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尤
其到了冬天，需要给这些牛和羊准
备饲草料，手里的钱恨不得一分钱
掰八瓣花。从乌巴彦尔家里开车到
乌拉特中旗的银行，得走200多公
里，如果赶上大雪封路，出门都困
难，更别说跑银行了，但是长嘴的牲
畜不等人，快速高效的贷款服务，牧
民不知道盼了多少年。

为了解决服务到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包商银行通过设立惠农服务
站、流动服务点等形式，为偏远牧区
开展金融服务。草原上牧民居住比
较分散，邻居之间距离四五十公里，
是很正常的事。工作人员去牧区之
前一定要把油箱加的满满的，语言
不通就带着翻译，路途遥远就带着
泡面，真诚的服务，换来了牧民的信
任。草原上，只要提起包商银行，牧
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我们牧区条件不好，路也不好
走，人家包商银行给上门服务，我们

贷款是方便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可
辛苦了！”牧民乌巴彦尔说。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包商
银行的员工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段
子：牧区办贷款，身体素质必须好，
因为你要挨的了饿，爬的了树，还要
上的了房。“下乡期间是非常辛苦
的，不能按时吃饭是常事，没有信号
的时候更麻烦。比如我们下乡拿着
iPad为牧民现场办理业务，因为没
有信号，信贷员往往要跑出几百米
甚至一公里寻找有信号的地方，有
的时候甚至需要爬到树上或房上捕
捉到通讯信号。”包商银行乌拉特中
旗支行行长周侠说起下乡的辛苦，
有着一箩筐的故事。

包商银行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的
辛苦，换来的是牧民们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好日子。牧民们
说，以前为了贷款跑断腿，现在包商
银行上门服务，他们也就有了移动
的银行。

截至目前，包商银行巴彦淖尔分
行共服务9个乡镇苏木，55个嘎查村，
930多户牧民，为牧民提供贷款5000
多万元，有效填补了金融服务的空白，
牧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