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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3日
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
式并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应该坚
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

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年6月，我同普京总
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 《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 延期，就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
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达成新的共识，新时代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动力十足、前景广阔。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新
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东北
亚区域合作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
各方应该立足地区，放眼世界，共克时艰，同谋
发展。

我们要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相互助力，加强
疫苗研发、生产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
产品，坚决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我们要在推进互利合作方面持续发力，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支
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形成合力，
通过对话沟通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树立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建设和谐安
宁的共同家园。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努力，秉持真正的多边主
义，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致辞全文见第二版）

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 9月 2日至 4日在俄罗斯
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论坛主题为“世界变局背
景下的远东新机遇”。

习近平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吕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特
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韩志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特命
全权大使。

二、免去张利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尔代
夫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王立新 （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尔
代夫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覃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马里联
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费胜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马里联邦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张立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日尔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蒋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日尔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刘光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孙霖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刘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韩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中国对外开放
三大展会平台，个个举世闻名。其中在北京举行
的服贸会，全称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全
球服务贸易领域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展会。

9 月 2 日，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开幕。这是一次中外关注的盛会，2 日晚，习近平
主席在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
辞，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线上会
场出席峰会。这是一次人气爆棚的盛会，来自153
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家企业注册参展参会，企业
数比上届增长了52%，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
均超上届水平。这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盛会，本
届服贸会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
展”，将聚焦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等议题，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办近200场论坛洽谈活动。

放眼未来，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致辞中，习近平主席
连用三个“重要”强调服务贸易的分量：“服务贸
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
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七年保持服务贸易世界第二
大国地位，与世界近240个国家和地区有服务贸易
往来，与 14 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协
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额
达844.7亿美元。

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起
伏不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致辞中，习近平主席
强调，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
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
苏和增长。为此，中国提出新的务实举措。

如在提高开放水平方面，中国将在全国推进
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2017年到 2020年，中国已
连续4年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累计减
少了近2/3。今年8月26日，中国首张跨境服务贸
易领域负面清单出炉——《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
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1 年
版）》。未来，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
范围，将不止局限于海南，而是全国。如何进行
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的探索建设，同样
给人留下想象空间。

此外，在扩大合作空间方面，中国将加大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
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在加强服务领域规则
建设方面，中国将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
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在继续支持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方面，中国将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
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世界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刚刚提出的举措，必将迅速落地。中
国言出必行。一年前的9月4日，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
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中国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三点倡议，并郑重宣布将
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设立以科技创新、服
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年来，示范区
和试验区蓬勃发展，“两区”方案 251项任务清单中，已落地任务 202
项，实施率达到了80.5%，累计落地全国首创性、首批性政策创新成果
17项。

世界需要“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如何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
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在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到一把“金钥
匙”——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不了服务
贸易发展的脚步，用好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这把“金钥匙”，
世界必能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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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 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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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各方应该立足
地区，放眼世界，共克时艰，同谋发展

■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方愿同各方一
道努力，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讲信
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

共
克
时
艰
，需
要
一
把
﹃
金
钥
匙
﹄

■

王
俊
岭

中
办
国
办
印
发
《
意
见
》

在
城
乡
建
设
中
加
强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扫码阅读全文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乡村道路在青山绿水间环绕，犹如一幅美丽画卷。 胡肖飞摄 （人民视觉）

前七月服贸进出口
同比增7.3%

前七月服贸进出口
同比增7.3%

本报北京9月3日电（记者罗珊珊） 从商务部获悉：今
年 1-7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
总额 28093.6 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服务出口 13373.1
亿元，增长23.2%；进口14720.6亿元，下降4%。服务出口
增幅大于进口 27.2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70%
至 1347.5 亿元，同比减少 3140.2 亿元。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服务进出口下降9%，两年平均下降4.6%，其中出口增
长 21.5%，两年平均增长 10.2%；进口下降 25.9%，两年平
均下降13.9%。

7月当月服务进出口平稳增长。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
口总额4319.2亿元，同比增长10.1%，环比下降1.7%；其中
出口2088.2亿元，同比增长21.1%，环比下降3.6%，运输服
务出口增幅高达 107.5%；进口 2231.1 亿元，同比增长
1.6%，环比增长0.2%。

本报北京9月3日电（记者高云才）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
调度：目前全国秋粮种植面积预计超过 12.9亿亩，大部地
区秋粮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土壤墒情适宜，病虫防控到
位，作物长势良好，秋粮丰收基础好、基本面好。

秋粮种植面积增加。今年是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
第一年，各地高度重视，层层压实责任，下大力气整治“非农
化”“非粮化”，复垦撂荒地，千方百计挖掘粮食面积潜力。全
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产量占全年75%以上。目前，
秋粮种植面积已落稳落实，总体稳中有增，尤其是玉米面积
增加，在田作物目前长势总体正常，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较好。

粮食增产趋势明显。从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看，目前全
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除河南部分重灾区长势较差外，
其他地区秋粮作物长势较好，特别是东北地区玉米、水稻已
进入灌浆乳熟至蜡熟期，长势好于常年，增产趋势明显。

今年秋粮种植面积
预计超12.9亿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