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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
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26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研究推动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问题、提升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
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
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
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
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布局。要充分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
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的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
出席会议。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区
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经
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
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
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
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

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
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
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
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
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深化区域合作机制

会议强调，要形成全国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
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
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
域合作机制。要在省级统筹
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进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
济。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优
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要
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
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
制度，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
制和纵向生态补偿机制。要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
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
移支付。东北地区要主动调
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多元
化发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弘扬企业家
精神，加强干部正向激励，树
立鲜明用人导向，实现全面

振兴。

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
作相促进

会议指出，我国制造业
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
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
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
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
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
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
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
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
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
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
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
实施，增强自主能力。要打
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
业链，围绕“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字方针，支持上
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
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
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开放
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
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要建立
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
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
题。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
匠精神，培育一批“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
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
电 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
（山东）、（江苏）、（广西）、（河
北）、（云南）、（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
统称《总体方案》）。

《总体方案》指出，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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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主动服务和
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更好服务
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把自
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新高地。

《总体方案》提出了各有
侧重的差别化改革试点任务。

山东自贸试验区:
培 育 贸 易 新 业 态 新 模
式、加快发展海洋特色
产业和探索中日韩三国
地方经济合作

山东自贸试验区围绕加
快推进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
换、发展海洋经济，形成对外
开放新高地，提出了培育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海洋特色产业和探索中日韩
三国地方经济合作等方面的
具体举措。

江苏自贸试验区：
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先
行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江苏自贸试验区围绕打
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先行区、
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提出了提高
境外投资合作水平、强化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支持
制造业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具
体举措。

广西自贸试验区：
畅通国际大通道、打造
对东盟合作先行先试示
范区

广西自贸试验区围绕建
设西南中南西北出海口、面
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
接的重要门户，提出了畅通
国际大通道、打造对东盟合
作先行先试示范区和打造西
部陆海联通门户港等方面的

具体举措。

河北自贸试验区：
开 展 国 际 大 宗 商 品 贸
易、支持生物医药与生
命健康产业开放发展

河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建
设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
新型工业化基地、全球创新
高地和开放发展先行区，提
出了支持开展国际大宗商品
贸易、支持生物医药与生命
健康产业开放发展等方面的
具体举措。

云南自贸试验区：
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
通道，推动形成我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云南自贸试验区围绕打
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设连
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
节点，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
提出了创新沿边跨境经济合
作模式和加大科技领域国际
合作力度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
围 绕 深 化 产 业 结 构 调
整，打造对俄罗斯及东
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
纽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围绕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打造对
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
中心枢纽，提出了加快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和建设面向俄罗斯及
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等方
面的具体举措。

人民网8月26日消息 根
据国务院26日公布的相关
方案，我国新设的6个自贸
试验区花落山东、江苏、广
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六省
区，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数
量增至18个。

2013年，我国首个自贸
区在上海挂牌成立；2015年
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相继
成立；2017年辽宁、浙江、河
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自
贸区陆续揭牌；2018年海南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第33号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

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0年9月1日起施
行。

综合新华社北京8月26
日电

再添6个！
18个自贸试验区
构筑改革开放新高地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
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26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
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药品
管理法，关于修改土地管理
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
定，资源税法。国家主席习
近平分别签署第 3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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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人

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
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引渡
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经表决，免去韩晓
武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秘书长职务，任命汪铁
民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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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表决通过了
其他任免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闭幕

通过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31、32、33号主席令

第31号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
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
布，自2019年12月1日起
施行。

第32号主席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
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年8月26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