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将带给全球新商机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连日来受到海外舆
论高度关注。专家们从中发现了众多新商
机，为未来全球合作发展前景描绘了亮色。

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

不少海外专家认为，“十三五”规划涵盖
经济发展、产业调整、扩大开放、人口政策调
整等广泛领域，这让全球商界有更多机会分
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

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负责东亚业务的主
管下田登告诉新华社记者，“十三五”规划表
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稳步扩张，民众收入
和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意味着中国人的
购买力将进一步增强，这显然利好全球商业。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利维奥·里贝
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孕育各种机

会，今后五年中国将会购买更多的食品和服务。

更加广阔的投资视角

除消费领域外，未来中国改革的深入推
进也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广阔的投资视
角。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今后五年，中
国仍将吸引大量外商投资，而受中国经济结
构性变革影响，外商投资领域预计也将从原
来的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消费品生
产和服务领域。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副教授约瑟夫·福
迪说，由于中国许多改革都瞄准金融领域，
预计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将在这一领域产
生。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医
疗保健领域的投资机会值得期待。

“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坚持创新发展。
一些海外专家认为，今后几年，中国简政放

权、自贸区战略、“互联网＋”等具有创新思
维的发展战略将逐步惠及全球，这将有助于
打破壁垒，让外企更便捷地与中国市场对
接，启发更多新业态、新模式。

人口战略调整带来更多红利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中国人口战略的
重大调整，成为全球商界关注的又一焦点。

“出生率的上升肯定会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圣迭戈大学金融专家塞思·卡普洛维茨
说，“中国出生率增长将为美国和其他各地
的消费品生产商带来全新的海量机会。”

美联社评论说，随着中国居民人均收入
的增长，这个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出生率哪
怕只有些许提升，都足以转换成具有全球影
响的巨大需求。

荷兰合作银行上海分行食品与农业研
究总监陈炜分析，鉴于中国市场对奶制品尤

其对奶粉的强劲需求，数年来全球各地供应
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都有所增加。中国人
口新政预计会带动中国乃至全球乳制品行
业的增长。

一些行业专家预计，人口政策调整将在
玩具、早教、母婴用品和住房等多领域上下
游产业产生深远影响，造就巨大的商机。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副会长道格拉斯·帕尔（中文名包
道格）认为，“十三五”规划中列出的目标都
是值得追求的。他还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推
进全方位改革，它将收获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增长的成果。

“十三五”规划既为中国今后数年经济
建设提供了施工图，也为中外商业合作提供
了新的路线图。正如法国《回声报》在近日
发表一篇社论中所言：“中国的经济命运与
我们的经济命运紧密相关。”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新华社美国佛罗里达11月 4日电 当
地时间 3 日上午，中国海军 152 舰艇编队抵
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梅波特港，
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 5 天的友好访问。这
是中国海军舰艇首次访问美国东海岸。

访问期间，编队将举行甲板招待会，部
分官兵将参加美海军举办的招待会和野餐
会。中美双方海军官兵将开展互相参观舰
艇和足球、篮球、拔河友谊赛等文体交流活
动。访问结束后，双方还将举行联合军事
演练。

杰克逊维尔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大的
城市，也是美国东南部商业、金融、保险的
中心地之一。梅波特港位于杰克逊维尔以
东的约翰斯河畔，毗邻大西洋，是美海军第
三大水面舰队集中区，也是美海军第四舰
队司令部驻地。

正在执行环球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
152 舰艇编队由导弹驱逐舰济南舰、导弹
护卫舰益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组
成。它们计划访问苏丹、埃及、丹麦、芬兰、
瑞典、波兰、葡萄牙、美国、古巴、墨西哥、澳
大利亚、东帝汶、印尼等国家，历时 5 个多
月，总航程 3 万多海里。

▶11 月 3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
逊维尔梅波特港，中国海军济南舰官兵向
码头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俄罗斯军方高官 11 月 3 日说，俄军机
当天在叙利亚反对派协助下，对叙境内 24
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实施轰炸，摧
毁了恐怖分子的一处指挥所、一座弹药库
和 12 处炮兵和火箭炮阵地。

这是自 9 月 30 日俄空军开始轰炸叙境
内“伊斯兰国”目标以来，俄方首次宣布与
叙反对派展开合作。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安
德烈·卡尔塔波洛夫说，这些目标的坐标全
部由反对派代表提供，但他没有透露这些
反对派组织的具体名称。

按俄国防部的说法，这次空袭命中的
目标位于叙中部历史古城巴尔米拉、代尔
祖尔以及北部重镇阿勒颇东部的一些地
区。

俄方官员当天表示，自 9 月 30 日以来，
俄空军已出动军机 1631 架次，对叙境内
2084 个“伊斯兰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 52
处极端人员训练营、287 处指挥所、40 座武

器制造工厂和作坊以及 155 座弹药库。“重
创恐怖分子并削弱了其士气”。目前，俄方
已经交给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一份名单，列
出正与俄方展开合作的叙反对派人士。另
外，俄方 3 日还提议下周在莫斯科举行由
叙政府官员和反对派代表共同出席的对话
会。

俄国防部说，俄方已成立“工作协调团
队”，将进一步强化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
度。“如此紧密的合作会让我们团结（叙利
亚）政府军以及过去站在对立面的其他叙
爱国力量，形成一个对抗共同敌人、即国际
恐怖主义的统一战线。”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副外长
米哈伊尔·波格丹诺夫的话说，无论在打击
恐怖主义还是推动叙政治和解进程方面，
俄方与叙反对派的接触都“有益有效”。波
格丹诺夫说，俄方希望，与叙反对派展开合
作能为最终解决叙利亚问题开辟新的前
景。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中国海军舰艇首访美国东海岸

为共同打击“伊斯兰国”

叙反对派首次“牵手”俄罗斯

联合国运输机
在南苏丹坠毁
至少 39人死亡

10月 3日，在叙利亚境内的俄空军基地，两架苏-25战机准备起飞。 新华社发

11月 4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机场附近，当地居民围观坠毁的联合
国运输机残骸。一架运送联合国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机当日上午在南
苏丹首都朱巴机场附近坠毁，已造成至少 39人死亡。 新华/法新

尊敬的客户：
为向广大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我行将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

至 2015 年 11 月 9 日对鹤壁分行、漯河分行、三门峡分行和信阳分行
业务系统进行升级，其间我行部分营业机构暂时无法办理业务，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鹤壁分行、漯河分行、三门峡分行和信阳分行
（一）支付宝业务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2 日（周一）23:00 至 11 月 9 日（周一）23:00

（二）自助设备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5 日（周四）12:00 至 11 月 9 日（周一）9:00

（三）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6 日（周五）15:30 至 11 月 9 日（周一）9:00

（四）柜面业务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6 日（周五）17:00 至 11 月 9 日（周一）9:00
二、总行营业部、开封分行、平顶山分行、安阳分行、新乡分行、

濮阳分行、许昌分行、南阳分行、商丘分行、周口分行和驻马店分行
所有业务暂停服务时间分别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周六）1:30 至 6:00
2015 年 11 月 7 日（周六）2:00 至 14:00
客户如需在我行上述营业机构系统升级期间办理业务，请提前

办理。
三、咨询与联系
如有需要，请拨打我行客户服务电话 96688 进行咨询。
衷心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5日

中原银行部分分行系统升级公告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新密市国家税务局遵循国家税务总局信息管税工作思
路，以信息化为支撑，以队伍建设为载体，优化资源配置，建
立健全纵向互动、横向联动、内外协调的运行机制，引领税收
风险管理工作驶向“快车道”。

一是科学制定管理办法，修建风险管理“高速公路”。今
年来，新密市国税局新一届党组高度重视税收风险管理工
作，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河南
省国家税务局税收风险管理办法》文件规程操作，把税收风
险管理工作作为税收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是积极组建精英团队，铸造风险管理“高速列车”。“以
人为本”的理念是新一届党组的施政理念，把合适的人才放
在合适的平台发挥最大的作用，形成一支高素质团队。

三是革新丰富处置办法，谋划风险管理“高效战术”。在
工作中，对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不断进行总结，不断探索税收
管理工作的新方法，提高效率。

四是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收获风险管理“丰硕成果”。
2015 年度，以风险管理为抓手，不断加大税收风险管理工作
力度，取得丰硕成果。全局前三季度共开展税收风险专题风
险分析三次、下发税收风险任务四批共计 477 件次，补缴税款
1602 万元，加收滞纳金 85 万元，共计 1687 万元，税收收入贡
献率为 1.21%。 （周晓晨）

新密市国税局加强风险管理

商丘民权王庄寨镇结合社区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积
极推进城镇化建设。投资 100 余万元，安装路灯 248 盏；投资 15
万元，新修镇区道路 2.6 公里，下水道 1000 米；招聘清洁工 8 人，
投资 3 万元整修垃圾中转站的线路设施；投资 5 万元购买垃圾收
集车、垃圾桶。 （郝川玉）

近年来，漯河舞阳国税局全面深化办税服务厅标准化建
设，实行统一窗口功能、统一办税事宜、统一服务制度、统一
办税指南、统一办税设施、统一岗位职责、统一区域设置、统
一内外标识、统一服务礼仪，取得较好成效。目前，该局全面
实施了“一窗多能”综合服务，将办税服务厅窗口由原综合服
务、发票管理两类窗口，统一设置为 8个综合服务窗口，负责
纳税人日常涉税业务办理，将车购税业务并入综合服务窗
口，将税控设备发行、专用发票代开、税务行政处罚、出口退
税4项业务，指定到一个或者若干个综合服务窗口办理。同
时，该局还率先实现了全市范围内的涉税业务同城通办，开
设了同城通办和预约服务专用窗口。尤其是通过该局主导
的国地税联合办税服务以来，各项业务功能都得到了进一步
地完善和规范，实现了国地税形象上“七统一”（统一着装样
式、统一服务礼仪、统一规章制度、统一作息时间、统一标牌
标识、统一设备配置、统一桌面标准）、功能区域上的六共享

（共享自助办税、共享等候区域、共享功能标识、共享领导值
班、共享导税服务、共享宣传公告）、工作机制上的“日沟通、
周交流、月讲评”。国地税间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共同提高，
实现了联合办税服务厅两部门间的良性互动和工作上的协
调统一。 （路国平）

为预防和杜绝各类事故发生，消除各种不稳定隐患，防范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促进监管部门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安全执法，确保
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日，卫辉市人民检察
院监所科、法警队对该市看守所监管执法情况进行了一次突击检
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检查中，该院对各监室、内外值班室、伙房、
监控设施、电网等重点部位、重点环节以及监管干部是否存在脱岗、
漏岗现象等进行了突击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枚钉子问题，该
院对其及时提出了检察建议，建议看守所落实钉子来源，并对此事
进行教育整顿。然后该院又来到在押人员生活、学习现场，与在押
人品面对面交流，了解和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动态，对思想情绪波动
较大的人员进行逐个谈话教育，有针对性地做好情绪不稳定人员的
教育劝导工作化解了他们的心结。同时，为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
益，对新入所人员发放了权利义务告知卡、羁押期限流程图及检察
官约见卡，告知在押人员如遇监管人员违法或其他需要反映的问
题，可以将事由填写后投至检察信箱，也可以由看守所民警转交其
诉求或直接约见检察官。对检察信箱进行逐一查看，对在押人员反
映的情况根据实际及时逐一核实处理。 （董水华 周红伟）

纳税服务厅标准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完善新设施 抓好城镇化

加强监管 对看守所执法进行突击检查

上月末，美国“拉森”号导弹驱
逐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
岛礁邻近海域，对中方的领土主权
和岛礁安全构成威胁，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才过几
天，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来
华访问，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美
国佛罗里达州一海军基地，首访美
国东海岸。

美方军舰的挑衅行为严重损
害双方互信，但中美两军依然保持
务实交流合作，这种“斗而不破”的
局面，一些人直呼看不懂，也让某
些人和势力“很失望”。细究之下，
颇有玄机。

先说大势。中美关系是当今世
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合
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美
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告诫说，中美除
了合作别无选择，双方承受不起发
生冲突的代价。作为世界排名一二
的经济体，巨大的体量决定着，中美
和则双赢，斗则双输。更何况，中美
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丰富战略
意涵，中美摩擦交恶影响全球。

回望过去，中美建交以来关系
历经曲折，却一直向前发展。每当
中美关系遭遇波折时，两国领导层
总能把握大局，使双边关系发展到
今天这种深度融合、相互依存和互
利互惠的局面。这些年，从“庄园
会晤”到“瀛台夜话”再到“白宫秋
叙”，中美领导人高瞻远瞩，确保中
美关系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

具体到中美两军关系，近年来
双方军事交流渐热，并进入机制化

轨道。去年，中国军队应邀首次参
加“环太平洋军演”，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美，中美两军
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
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
录”，携手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正因为有如此背景和氛围，当
“拉森”号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军高
层能直接通过视频通话进行沟通对
话，哈里斯依然按照日程来华访问，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与美国海军展
开海上联演。

中美“斗而不破”是世界大棋
局中的明智选择。但也应该看到，

“君子和而不同”，中美在一些问题
上存在分歧在所难免。美国对台
售武、舰机对华抵近侦察等是两军
之间的老障碍，近年来南海、东海、
钓鱼岛等“第三方因素”亦引发两
军关系紧张。究其根源，是美国试
图维持其在亚太地区所谓“领导地
位”，搞“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
战略在军事方面的“后遗症”。

让合作成为中美两军关系的
主基调，这应成为太平洋两岸的共
识。只有中美双方有效管控分歧，
加强沟通与对话，才能避免分歧演
变为危机。尤其希望美方能放眼
长远，摒弃偏见，不做损害两国两
军 关 系 和 地 区 和 平 与 稳 定 的 事
情。只要中美双方守住不冲突不
对抗的底线，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两国关系就不惧一时一刻的波折，
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压舱石”、

“定海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让互信成为中美
两军关系主基调
■国际时评

据新华社科伦坡 11 月 4 日
电 马尔代夫总检察长穆罕默德·
阿尼尔 4 日证实，鉴于目前马尔代
夫 国 家 和 公 共 安 全 所 面 临 的 威
胁，总统亚明于当天宣布，从当地
时间 4 日中午 12 时起，马尔代夫
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为期 30 天。

阿尼尔表示，鉴于本周在马尔
代夫辛巴里杜环礁岛上发现一批
来历不明的军火，又在首都马累总
统官邸附近发现爆炸装置，且未来
国内可能面临反政府示威引发的
骚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

下，亚明做出这一重大决定。
马尔代夫军方当天认定，3 日

在总统官邸附近发现的爆炸装置
被推测为对亚明的另一次暗杀尝
试，且证据显示，目前有武器流入
可疑分子手中。

在亚明宣布马尔代夫进入全
国紧急状态后，马外交部 4 日通过
其 社 交 媒 体 官 方 账 户 发 布 声 明
说，目前马尔代夫形势平稳，一切
正常，马尔代夫政府未颁布任何
针对赴马游客的限制令，尚未对
游客产生影响。

由于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马尔代夫进入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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