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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0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将一如

既往地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

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有记者问： 近来， 美国一

些官员、 议员和媒体围绕休斯

敦火箭队总经理涉港言论引发

的风波声称， 中方正日益利用

市场前景和商业手段操控美国

企业， 迫使它们放弃自己的价

值观， 美国企业应就此作出

抉择。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耿爽说，近年来， 外商在

华投资营商环境持续得到改

善，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

界各国企业最为青睐的投资目

的地之一。 “具体到美国企

业， 根据我看到的最新调查数

据， 9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

在中国市场盈利， 74％的中国

美国商会成员企业计划进一步

扩大在华投资。” 他说， “如

果按照美方某些人的说法， 难

道这些美国企业都被迫放弃了

自己的价值观吗？ 都遭到了中

方的操控吗？”

耿爽强调， 中方将一如既

往地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我们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良好

环境的政策不会变， 保护在华

外国企业合法权益的政策不会

变。同时，我们也会继续秉持开

放包容的心态，在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 互利共赢基础上积极

与国际社会交流互动， 欢迎外

国机构和人士来华开展交流与

合作。 ”他说。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外交部：中方将一如既往欢迎包括美国

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布

5年试点布局50个产教融合型城市

中国民航完成史上最大范围空域调整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

10月10日凌晨2时，中国民航

完成史上最大范围空域调

整。 全国范围内共调整航路

航线超过200条、调整班机航

线走向4000多条， 形成了全

新的空域运行环境。

与此同时， 大兴国际机

场航行情报也生效运行，由

此涉及的新建机场跑道、重

大飞行程序调整、 重大空域

调整和航路航线走向调整共

同生效启用。

民航局空管局局长车进

军介绍， 一个机场能否顺畅

运行，空中环境极为重要。 与

地面交通不同， 空中交通环

境更复杂、更立体、涉及范围

更广， 空域优化是一项系统

工程， 稍有变动就有可能引

发大范围的调整。

从2015年开始， 民航局

空管局整体谋划，统一协调，

华北、华东、中南、东北、西北

五个地区空管局协同配合，

历时四年完成了空域调整。

此次空域调整， 北起中蒙边

境线，南至桂林管制区，西起

内蒙古西部， 东至大连管制

区，东西纵贯1350公里，南北

横跨2200公里， 调整航路航

线200余条，调整后的航路航

线新增里程约4700公里；调

整班机航线走向4000多条，

预计涉及5300余架次航班；

新增航路点100余个，全国共

有29个民航运输机场进行了

相应的飞行程序调整。

此次空域调整中， 变化

最大的是华北空管局所辖管

制空域， 共调整了52个区域

及进近管制扇区， 区内有18

个民航运输机场的飞行程序

发生了变动。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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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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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10 日公开发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深化产教融合。 7 月 24 日，习

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产教融

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等 6 部门印发的 《国家产教融

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指出，

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有机

衔接， 是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人才引领发展、 产业创新发

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

通、 相互协同、 相互促进的战

略性举措。 开展国家产教融合

建设试点，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发展是

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把深化产教

融合改革作为推进人力人才资

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

任务， 以制度创新为目标， 平

台建设为抓手， 推动建立城市

为节点、 行业为支点、 企业为

重点的改革推进机制， 促进教

育和产业体系人才、 智力、 技

术、 资本、 管理等资源要素集

聚融合、 优势互补， 打造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实施方案》明确，国家产

教融合建设试点坚持统筹部

署、协调推进，优化布局、区域

协作，问题导向、改革先行，有

序推进、力求实效，通过 5 年左

右的努力，试点布局 50 个左右

产教融合型城市， 在试点城市

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一批区域

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

在全国建设培育 1 万家以上的

产教融合型企业， 建立产教融

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

策体系。

《实施方案》 提出， 要充

分发挥城市承载、 行业聚合、

企业主体作用， 重点在完善发

展规划和资源布局、 推进人才

培养改革、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 创新重大平台载体建设、

探索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先行先试。 有条件的地方要以

新发展理念规划建设产教融合

园区。 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

导、 高校为重要支撑、 产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机制。

《实施方案》 明确， 要落

实组合投融资和财政等政策激

励。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试点

城市自主规划建设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 优先布局建设产教融

合创新平台。 强化产业和教育

政策牵引， 允许符合条件的试

点企业在岗职工以工学交替等

方式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支持

有条件的企业校企共招、 联合

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 探索建

立体现产教融合发展导向的教

育评价体系， 支持高职院校、

应用型本科高校、 “双一流”

建设高校等各类院校积极服

务、 深度融入区域和产业发

展， 推进产教融合创新。

《实施方案》 要求， 国家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国资委等

负责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的

政策统筹、 协调推进。 省级政

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区域内建设

试点组织实施工作。 试点城市

要坚持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

落实主体责任， 编制改革问题

清单、 政策清单， 将试点任务

分解到位、 落实到事、 责任到

人。

全国铁路将调图 旅客列车超9000列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 10 月 11 日零时起， 全

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

图。 调图后， 全国铁路增开

旅客列车 160 列， 旅客列车

达 9139 列， 其中开行动车

组列车 6739 列； 增开货物

列车 95 列， 开行货物列车

达 19295 列， 货运能力进一

步提升。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 此次新列车运行图

的实施， 紧密结合铁路新线

开通， 积极适应铁路客货运

输市场特点及需求变化，是

铁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举措。

一是部分区域客运能力

明显提升。 在京雄城际铁路

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安排开

行日常线动车组列车 24 列，

与新图实施同日开通运营的

梅州至潮汕铁路初期开行旅

客列车 36 列，将进一步便利

沿线群众出行， 助力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

二是部分旅客列车开行

方案得到优化。 对部分旅客

列车的始发、终到、经停站进

行优化调整， 进一步方便旅

客出行。 同时，各铁路局集团

公司对管内普速列车实行

“一日一图”， 在繁忙线路开

行周末线普速列车 93 列，安

排部分动车组重联运行，增

加高峰时段客运能力供给。

三是铁路货运通道能力

进一步提高。 9 月 28 日，浩吉

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为我国

新增一条纵贯南北的煤炭运

输大通道， 极大提升了北煤

南运能力， 为华中地区能源

供应提供可靠运输保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府信）

昨天下午，广

州市市长温国辉会见德勤公司

中国首席执行官曾顺福。

温国辉说， 德勤公司是全

球知名的会计、咨询公司，近年

来与广州交流密切， 并为广州

众多企业提供优质专业服务。

广州正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的要求， 发挥国家中

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

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

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培育提升科

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 广州高

度重视高端服务业发展， 希望

德勤公司把握机遇， 拓展与广

州企业合作， 发挥德勤公司的

全球网络资源和专业优势，助

力广州和广州企业创新发展。

曾顺福表示， 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蕴含重要机遇， 希望与

广州有更多合作机会， 通过专

业咨询服务和全球网络平台，

帮助广州企业做大做强， 让更

多国外企业顺利投资广州。

常务副市长陈志英参加会

见。

温国辉会见德勤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