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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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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1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
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
赢》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
体，要全面深化抗疫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
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亚太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说明，人类命运
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
共同体。各国要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弘扬伙伴精神，
密切政策沟通和协调，全面深化抗疫国际合作，坚持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争取尽早战胜疫情，努力实现世界
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将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
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我们将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畅通国民
经济循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
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二，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打造经济发展
新动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产业链
水平。

第三，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
力。拿出更大勇气、更多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
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中国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
深度融合。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
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市场潜力将充分激
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我们将进一步降低
关税和制度性成本，（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坚持开放合作 畅通内外循环

11月 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马涛）11 月 19日，河南
省党政代表团与江苏省知名企业家见面会在南京
市举行，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省政协
主席刘伟，江苏省副省长惠建林出席。

王国生向长期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江苏企业
家表示感谢，他说，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
南通视察时，赞扬张謇是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多
年来，新一代苏商深怀赤诚爱国情怀和强烈社会
责任感，发扬“敢为天下先”的闯劲韧劲，以国际视
野、创新思维、实干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
叹服的业绩。河南消费市场广阔、人力资源丰富、
产业体系完备，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商
贸物流中心。当前，河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中部地
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
略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人才支撑，努力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构建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在融入新发

展格局中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河
南、江苏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广大企
业家继续关注河南、支持河南，把自身的技术优
势、资本优势与河南的市场优势、资源优势结合
起来，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在国家战略对
接中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在主动融入“双循环”
中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共创新时代豫苏合
作新局面。

惠建林在致辞中说，苏豫两省人文交流频繁、
合作源远流长。苏豫两省是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大
省，两省产业对接性强、关联度高，产业供应联系
紧密，深化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双方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共建开放
平台载体、科技成果转化、区域要素共享等领域加
强合作交流，携手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同为全国发

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两地企业家把握
发展机遇，寻求合作商机，在两省高质量发展和互
动协作的广阔平台上，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美好
新未来。

会上，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江苏沙钢
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江苏微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方曙光作了交流发言。

随后，双方举行了豫苏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此次共有 29个项目在现场签约，总投资 504.8亿
元，涵盖制造业、生物制药、科技创新、教育、医疗、
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

省领导李亚、穆为民、徐立毅、赵素萍、何金平
参加活动。

当日，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苏州市参观了苏
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考察了华兴源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恒力集团全球运营总部、生物医药产业
园等地。③6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与江苏省知名企业家见面会举行
王国生尹弘刘伟出席

□丁新科

先声药业构建开放平台，新药

研发先声夺人；苏宁实现从空调专

营店到连锁巨头再到智慧零售的

“三级跳”……江苏优秀企业转型

经验给河南省党政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为什么

这些企业能挺立发展潮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

业家“有眼光”。

什么是“有眼光”？就是能够精准把握趋势，尤

其是把握趋势发展的拐点。商业竞争犹如大江弄潮，

顺流而游就劈波斩浪，逆流而动则阻力重重。“有眼

光”体现追求卓越的精神，不满足躺在舒适区，敢于突

破瓶颈；也与务实行动紧密相连，鼠目寸光、眼高手低

皆不可取，筑牢核心竞争力“护城河”，眼疾手快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为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提供强劲支撑。

企业家“有眼光”谋转型，离不开党委政府“有

眼光”，慧眼识才、培才。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

家港精神”持续吸引客商投资，“富规划，穷开发”的

“昆山之路”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茭白地上起

广厦，莲藕塘中垒瑶台”苏州工业园区亲商服务被各

地借鉴……江苏有着滋润企业家成长的深厚土

壤。中原大地开放包容、文化厚重，更要通过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实善待和支持企

业家创新发展政策，让我们的企业家心无旁骛、长远

打算，以恒心办恒业，扎根中原造福中原。2

炼就发展“慧眼”

本报讯（记者 曹萍）11月 19
日，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国家第三
批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于11月
20日起在我省全面落地实施。此
次共有55个品种，药品价格平均降
幅53%，最高降幅达95%。

据悉，第三批降价药品大多是
常用治疗性药物，包括家庭常备的
布洛芬缓释胶囊、治疗糖尿病的盐
酸二甲双胍片、治疗类风湿性关节
炎的托法替布片等。“其中托法替
布片由每片28元降至1.6元，降幅
达94%；家庭常备的解热镇痛药布
洛芬颗粒，由每袋 1 元降至 0.13
元，降幅为87%。”省医保局相关负
责人说，即日起患者可在全省范围
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驻豫军队医
疗机构和部分自愿参加的民营医
疗机构购买到中选药品。

此外，我省对第三批国家集
采同通用名未中选药品开展了梯
度降价工作，未中选药品的价格

也将平均下降30%以上。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要求同一通用名未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仿制药价格不得高于中
选药品价格，我省挂网销售的中
选药品同通用名药品通过一致性
评价的生产企业如达到 3家及以
上的，未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不
再挂网；鼓励未选择供应我省的
国家组织集中采购中选药品按照
中选价格供应我省。

2019年年底，首批 25种国家
集中带量采购药品落地我省，今
年 4 月第二批 32 种药品落地实
施，截至目前，国家“团购”药品已
达 112 种，均为原研药或通过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就是通过以价换量、以量
换价，挤压流通环节不合理成本，
避免药品价格虚高，降低患者用药
负担，同时节约医保基金。③6

我省全面实施国家组织第三批药品集中采购

55种药品平均降幅53%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1月19
日，2021年度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强调，要
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
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
义，扎实做好《人民日报》、《求是》杂
志和《河南日报》、《党的生活》杂志
等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理
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
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做好党
报党刊的发行工作对于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
义。各地各单位要强化政治意识，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党报党刊
发行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和经费缩减的实际情况，各地
各部门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
党报党刊的订阅经费落实到位。
省财政将延续前几年的做法，向部
分公共场所和贫困地区基层党支
部赠阅《河南日报》。各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和省直管县（市）要安排
专项经费，大力推动把党报党刊作

为公共文化产品由财政统一订阅
赠送基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
根据实际情况，拿出一定数量的党
费，支持订阅工作。要继续鼓励社
会力量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捐赠党
报党刊，积极鼓励个人自费订阅党
报党刊。要创新思路办法，积极探
索长效订阅机制，推广利用党费和
文化事业经费向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新社会组织赠阅的做法，既切
实减轻基层负担，又保证党报党刊
覆盖面。要以严肃的工作纪律规
范报刊发行秩序，继续狠抓违规发
行整治，坚决遏制强制发行、摊派
发行、搭车发行等违规行为。

会议要求，党报党刊要主动适
应受众需求变化，切实提高发行的
质量和水平。要不断改进创新，坚
持内容为王，着力改进文风，加快推
进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办报办
刊质量，努力吸引读者、留住受众。
要持续加强党报党刊的阅读使用，
切实提高党员干部阅读党报党刊的
积极性、主动性，特别是要引导青年
干部养成读党报党刊的习惯，把广
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③5

2021年度全省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会议召开

11月 19日清晨，信阳市出现平流雾奇观，城区林立的高楼如同海
市蜃楼，恍若仙境。⑨6 郝光 摄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四个第一”的背后
□董学彦 薛伟洲 刘根堂

初冬刚至，走进城水互傍、林水相
依、产城融合的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无论是区
域内的中原电气谷还是商务中心区，
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产业竞相发
展，干群激情四射。

前不久，许昌市示范区经济运行
“成绩单”出炉：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8.4%、第三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8.9%、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8.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 11.5%，四项经济指标均位
居全市第一。

人们行走在塔吊林立、机车轰鸣的
项目建设现场，在惊叹于新城面貌之
美、新城建设之快的同时，也心生一问：
工业增速大幅回升，多个指标呈现高位
增长，许昌市示范区是如何做到的？

在刚刚结束的全市产业项目观摩
中，与会者称赞该区：项目建设引人注目、

招商引资硕果累累、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项目建设何以引人注目？

11月 10日，位于该区的联桥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忙碌而有序的
景象。“每3.6秒生产一件产品，检验优
质率高达 99.95%，被大家形象地称为

‘智芯’。”在宽带载波模块全自动生产
线旁边，该公司工作人员轻轻按下绿
色按钮，生产线启动工作。

（下转第七版）

苏州工业园区蝶变中的历史
瞬间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供图

▲2010年撤村建居

文字整理/曹萍

□本报记者 归欣

11月19日，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参观苏州工业
园区，紧张有序的考察进程被一张老照片打断。

1994年，这里是苏州城东郊的金鸡湖畔跨
塘镇，土路灰瓦、矮墙窄巷，与彼时的河南乡村
并无二致。然而，沧海桑田，26年来，苏州工业
园区累计上缴税收8000多亿元，实现进出口总
额超 1.1万亿美元，成为全国开放程度最高、发
展质效最好、创新活力最强、营商环境最优的区
域之一。“这张老照片，见证了苏州‘敢闯敢试、

‘敢为天下先’的跨越式发展历程。”许多代表团

成员表示，看到这里深受触动。
2019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743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70 亿元，人均
GDP4.8万美元，一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
全国 219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实现四连
冠。2020年1至7月，园区实现工业增加值721.2
亿元，同比增长4.3%；进出口总额3691.2亿元，同
比增长6.4%；实际利用外资14.3亿美元，同比增
长211%，成为疫情冲击下经济恢复最快、发展势
头最好的开发区之一，以国际领先的姿态，为全国
各地园区发展树起了鲜明“标杆”。

（下转第三版）

一张让人“触动”的老照片

▲ 1994年四镇一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