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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为的是帮助我省切实
解决改革创新中遇到的制度障碍与
实际问题。

闯“深水区”，啃“硬骨头”，进行
“首创性”探索，创造“可复制”经验，
这正是自贸试验区的责任。

提鞭策马，扬帆弄潮。120 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辽宁人敢闯敢试、勇
于担当，将制度变革向纵深推进。

简政放权，我省赋予自贸试验区
各片区管委会首批省级行政职权133
项，沈阳、大连、营口三个片区都推行

“一口受理”，创新“零拒绝 全容缺”
等服务模式……一年多来，我省紧抓
制度创新这个核心，从深化“放管服”
改革、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等方
面入手，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扎
实成效。

国企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着
力点，辽宁振兴发展的“必答题”。

在大连片区，大连港集团以股权
投资和股权整合为主要突破方向，运
用市场化机制积极推进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顺利完成集装箱码头股权
整合工作。

当前，我省众多国资国企正在利

用自贸试验区这个平台，努力探索，
力求在体制机制创新和推动结构调
整方面为全局提供范本。

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是突破口。
沈阳金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从

企业注册到申请内资融资租赁试点
企业再到拓宽业务渠道，企业发展的
每一步都得到了沈阳片区管委会的
大力协助。“我们时刻都感受着自贸
试验区这片沃土带给我们的养分和
机会”……为此，企业特意给沈阳片
区写了封感谢信。

“自贸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
是优惠政策的洼地；是‘种苗圃’，不
是‘栽盆景’。”在辽宁自贸试验区
内，这已成为共识。新时代新征程，
当“要素红利”逐渐让位于“创新红
利”，“政策红利”逐渐让位于“制度
红 利”，营商环境的重要价值愈发
凸显。如何用改革谋招、为市场补
位 、替 企 业 分 忧 ，放 开 市场“无形
之手”，用好政府“有形之手”，打造
发展环境最优地，自贸试验区正在
破题。

“沈阳片区只有10平方公里的建
设用地，留给我们的只有改革。”沈阳

片区一位干部说。
新局面、新气象，正孕育在锐意

变革的勇气之中。

面向世界 扩大开放
的“桥头堡”

开放，是辽宁砥砺向前的强大推
手。自贸试验区，无疑是辽宁扩大对
外开放的发动机。

贸易便利化，是打造高能级对外
开放平台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贸试验
区扩大开放的重要手段。

在沈阳片区，针对中航沈飞民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重点企业需求，
沈阳海关推出的“集报集缴”创新举
措使企业通关时间从原来的3至4天
缩短到 1 天以内，通关综合成本降低
40%，受益的通关货物价值累计达
4.98亿元人民币。

在大连片区，每月，从骊住通世
泰建材（大连）有限公司约有300个集
装箱的家居建材进入日本市场。

“不受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影响，
随时都能足不出户地办理通关报检
业务。节约的时间和人力都转化成

了经济效益。”这家企业的贸易部次
长王海燕说。

“保税混矿”、服务贸易在线退
税……在大连片区，多项贸易便利化
举措让通关成本平均降低 10%，国际
贸易线下办理手续时间平均缩减1/3。

搭建互联互通国际大通道、合作
大平台，是自贸试验区的“辽宁优势”。

深入欧洲腹地的“营满欧”中欧
班列，如今已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
要纽带。

今年 7 月，“中俄粮食走廊”项目
正式落户营口片区，每年千万吨级的
粮食将出口至中国或转口至其他国
家销售，中欧班列也助推营口发展成
为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和国际海铁
联运大通道的重要枢纽。

通 道 先 行 ，经 贸 为 媒 ，我 省 的
“朋友圈”越来越大，“关系网”越织
越密。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7 月末，已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414 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辽宁
自贸试验区。今年前三季度，辽宁
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实现 1139.1
亿元。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更

新的理念、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格局、
更新的体制，以三大片区为“桥头堡”，
辽宁正张开双臂，深度融入世界。

调旧育新 转型升级
的“示范区”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结构调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也是一场持久战。

积极推动结构调整，这是国家赋
予辽宁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使命之一。

诸多路径中，创新是驱动结构之
变的重要引擎。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推动我省产业向中高端迈
进，这是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目标与
方向。

走进沈阳片区，跨境电商蓬勃发展。
目前沈阳已获批设立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一年多来，100余家
跨境电商企业在沈阳片区布局。

沈阳片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
长刘兰吉说，沈阳综合保税区桃仙园
区项目等一系列改革创新成果，为跨
境电商的金融服务、智能物流等提供

了有效保障，更多的跨境电商企业正
将目光投向沈阳片区。

走进大连片区，金融服务方兴未艾。
中国银行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

片区支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保税混
矿”金融衍生品外汇保值方案，为混
矿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金
融支持。

走进营口片区，物流产业欣欣向荣。
眼下，营口片区国际快件邮件处

理中心正在紧张建设，“中俄粮食走
廊”项目正在快速推进。

改革创新造就的宽松环境，也成
为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老牌国企北方重工集团在沈阳
片区内找到新机遇，成立了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
易，力图将产业做深、做透，在“微笑
曲线”两端“笑”起来。

迈过结构调整这道坎，辽宁老工
业基地必然商机涌现、市场广阔！

黄海、渤海，海风劲吹，浪奔浪
涌。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辽宁自贸试验区必将以更多制度创
新成果驱动经济航船乘风破浪，驶向
更加辉煌的未来。

精耕改革“试验田” 构筑开放新高地

扩双边贸易

美国恢复对伊朗第二轮制裁不满
两周，萨利赫访问伊朗。鲁哈尼与萨
利赫17日会晤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鲁哈尼说，他与萨利赫讨论扩大
电力和石油产品贸易，在两国边境地
区建立自由贸易区，联合开发石油项
目以及改善两国交通等议题。

“如今，两国经贸往来每年为大约
120亿美元，”鲁哈尼说，“经由双方努
力，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一（双
边贸易额）数字提升至200亿美元。”

萨利赫承诺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以

“国家利益、民族和政府间合作”为依
据，建议构建“新区域体系”。按照他的
说法，“在两国接壤地区设立自由贸易
区、建立连接两国的铁路至关重要。”

议货物置换

伊拉克官员上周告诉路透社记

者，伊拉克方面与伊朗方面商定，以食
品换取伊朗天然气和其他能源供应。
只是，伊朗贸易官员澄清，伊朗对伊拉
克是食品净出口国。

伊朗－伊拉克商会主管叶海亚·埃
沙格告诉伊朗劳动新闻社记者，在他
看来，伊拉克官员的说法不成立。

“伊朗向伊拉克提供食品……”埃

沙格说，“过去 7 个月，我们对伊拉克
的出口超过 60 亿美元，我们可以进
口相应规模的货物，但不是食品。”

美国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恢复对伊朗制裁。首批制裁8月重
新启动，第二批涉及能源和金融等领域
的制裁本月5日恢复。按照伊拉克官
员的说法，美方给予伊拉克45天临时豁
免，但伊拉克方面需要更多时间为能源
供应寻找替代来源。伊方正在寻求美
方许可，以获准从伊朗进口天然气。

伊朗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协
会一名发言人说，伊拉克希望以本币
第纳尔为进口天然气付款。

据新华社电

美国闹制裁 两伊推合作
核心
提示

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17日访问伊朗，
承诺改善与这个邻国的关系。伊朗总统哈桑·鲁
哈尼当天说，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有望从现阶段
120亿美元增至200亿美元。

锁定位置
阿根廷海军 17 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发布声明，在大西洋海平面
以下800米处发现“圣胡安”号。

美国海底探测企业海洋无限公
司运营的探测船“海底构造者”号发
现失踪潜艇。“海底构造者”号启用
多个摄像头，搜寻深度可达海平面
以下6000米。

“海底构造者”号启程赴南非接
受维护前探测一处海域；先前因为
天气恶劣而“错过”那处海域。

阿根廷海军发言人鲁道夫·拉
马约告诉综合新闻有线电视台记
者，搜寻人员重新搜索那片海域，

“谢天谢地，找到了它”。
阿根廷媒体报道，失踪潜艇大

致位于距离丘布特省圣豪尔赫湾
460公里处。

“圣胡安”号去年 11 月 15 日载
有 44 名艇员，在距离阿根廷瓦尔德
斯半岛大约 430 公里的南大西洋海

域与海军失去联络。阿根廷海军当
月30日停止搜救。其他国家参与的
搜寻作业大多去年底结束。

启动调查
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阿根廷

海军现役军官告诉法新社记者，既
然找到失踪潜艇，“就能让我们知道
更多有关这一悲剧的情况。我们应
该可以审视和确定失事原因”。

阿根廷海军先前因为应对潜艇
失踪事件不力备受批评。

海军方面在“圣胡安”号失踪多
天以后证实，最后一次联络时收到通
气管进水报告。这艘潜艇曾遭遇电
气线路短路、机械故障，已修复完
毕。又过几天，海军确认，潜艇最后
一次联络几个小时后，在最后联络时
所在坐标不远处监测到爆炸。去年
12月，时任海军司令马塞洛·爱德华
多·伊波利托·苏鲁尔遭国防部革职。

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
承诺全面调查潜艇失事。阿根廷联

邦警察今年 1 月搜查多处海军基地
和其他办公地点。

得知找到“圣胡安”号的消息，失
踪艇员家属约兰达·门迪奥拉告诉法
新社记者，“我现在想知道究竟发生
了什么”，呼吁惩罚所有责任人。

马德普拉塔海军基地负责人加
布里埃尔·阿蒂斯 17 日晚些时候告
诉媒体记者，“圣胡安”号发生“内部
爆炸”。

浇灭希望
对不少艇员家属而言，找到“圣

胡安”号相当于浇灭他们残存的希望。
这些家属本月15日在马德普拉

塔海军基地参加“圣胡安”号失踪一
周年纪念，总统马克里出席。

一名失踪艇员的父亲路易斯·尼
斯 17日说：“我仍然希望他们活着。
我现在与其他家属在一起，而他们要
向我们展示（探测到失事潜艇的）图
片……大家都崩溃了。”

据新华社电

图为阿海军潜艇“圣胡安”号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11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代表进行关于针灸的学术交流。
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会暨“一带一路”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17日

在罗马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中医药行业代表与会，就
中医药基础理论及临床实践、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与信息化、道地药材与濒
危珍稀动植物保护等问题展开交流。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 摄

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在罗马开幕

11月17日，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马尔代夫新任总统萨利赫在宣誓
就职仪式上讲话。马尔代夫新任总统萨利赫17日在首都马累国家足球
场举行的议会特别会议上宣誓就职。 新华社发

马尔代夫新任总统
萨利赫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哈瓦那 11月 17日
电（记者朱婉君） 古巴外交部 17
日发表声明说，美国近日对 26 个
古巴实体实施制裁是“咄咄逼人的
决定”，企图“从经济上扼杀”古巴。

古巴外交部美国事务处主
任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在声
明中表示，制裁“毫无根据”，其
本质是“继续收紧（对古）封锁，
从经济上扼杀古巴，并企图以不
诚实的指控将其妖魔化”。美国
国务院 14 日宣布将对 26 个古巴
实体实施制裁，制裁将于当地时

间 15 日生效。美国公民和企业
将被禁止与受制裁实体进行直
接金融交易。

1959 年古巴革命后，美国政
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1
年，美古断绝外交关系。次年，时
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法令，对古
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
运。2015年7月，两国正式恢复外
交关系，但美国没有全面解除对古
巴的封锁。特朗普 2017 年 1 月就
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收紧对古
政策。

古巴指责美国新制裁
企图扼杀其经济

据新华社哈博罗内 11月 17
日电 （记者杨孟曦） 博茨瓦纳
环境、自然资源保护与旅游部官
员 17 日说，博茨瓦纳将从本月
24 日起向全球游客实行落地签
证政策。

博茨瓦纳环境、自然资源保护
与旅游部副常务秘书塔邦·博茨奥
马1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

时说，博茨瓦纳正在尽一切努力向
世界打开大门。

博茨奥马说，总统莫克维齐·
马西西 15 日在首都哈博罗内召
开的高级别协商理事会上宣布了
这一决定，并指示国籍、移民与性
别事务部在 11 月 24 日前修改移
民规则与程序，以保证新政策顺
利实施。

博茨瓦纳将对全球游客
实行落地签

据新华社电 德国媒体18日发
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意接替
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出任基督教民
主联盟（即“基民盟”）主席的三名主
要候选人中，默克尔的“老对手”、阔
别政坛近十年的弗里德里希·默茨
所获支持率排名第一。

随着选举日期临近，默茨和主
要竞争对手、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
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各自“亮
牌”，向党主席职位冲刺。

默克尔 10 月 29 日宣布放弃连
任党主席、出任总理至 2021 年任期
结束，“接班人”之战随即打响。

选举定于 12 月初举行，三名
主 要 候 选 人 分 别 为 商 务 法 律 专
家默茨、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克
兰 普 － 卡 伦 鲍 尔 和 卫 生 部 长 延
斯·施潘。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8日发布
民调结果，显示上述三人中，默茨所
获支持率为 49%，排名第一；克兰

普－卡伦鲍尔和施潘所获支持率分
别为32%和7%。这次民调以基民盟
和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即“基社
盟”）成员为调查对象。

针对默克尔“接班人”之战三名
主要候选人的党内民意基础，德国
电视一台最新民调给出不同结果。
这项民调显示，克兰普－卡伦鲍尔
所获支持率为 46%，默茨为 31%，施
潘为12%。只是，这项民调的调查对
象范围相对较小。

默克尔“接班人”之战倒计时
候选人“亮牌”

据新华社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应急办公室17日警告，一场暴雨下周
即将侵袭遭遇山火的加州北部地区。
暴雨有助于灭火，却可能引发洪水和
泥石流，对临时安置在帐篷和汽车中
的灾民造成麻烦。

路透社报道，比尤特县奇科市沃
尔玛超级市场的停车场及毗邻空地已
经临时征用，作为灾民安置点。至少
300 名灾民 16 日在那里支起帐篷，但
这一地点容易受洪水侵袭。媒体援引
专家的说法报道，山火焚毁山坡上的
植被，暴雨来临时容易发生泥石流。

加 州 应 急 办 公 室 发 言 人 布 赖
恩·梅说，天气预报显示下周将有暴
雨，当局请暂住沃尔玛停车场的灾民
18 日以前离开。当局承诺向有需求
的灾民提供铺位，同时承认在向灾民
提供长期居住场所方面有难度。

一项调查显示，整个比尤特县只
有100个住宅单元可供出租。美国联
邦紧急措施署说，这一机构正在与加
州和地方政府探讨可行方案，包括使
用旅行拖车安置灾民。

大雨将至
加州山火灾民恐遭殃

据新华社电 为避免学生之间
互相攀比，英国一所中学决定，今年
圣诞节后禁止学生穿着“加拿大鹅”
或“蒙口”这两个高端品牌羽绒服到
校上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7日
报道，位于英格兰西北部伯肯黑德的伍
德彻奇高中11月初致信家长解释上述
决定，称校方“意识到一些年轻人向家
长施压，要求为自己购买昂贵衣物”。
学校校长丽贝卡·菲利普斯说：“这些衣
服在我们的学生之间引起不平等。”

菲利普斯说，家长对校方决定表
示欢迎。列入学校“黑名单”的两个品
牌属于高端羽绒服，单件售价在 1200
美元（约合8324元人民币）左右，不少
学生家长买不起。伍德彻奇高中共有
1427 名学生，其中 46%来自弱势群体
背景家庭。学校近年来采取多项措
施，避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遭受
歧视，包括要求使用指定款书包、增加
穿着校服日等。

英国学校近来兴起保护“穷学生”
运动，采取多项措施淡化学生出身背景
差异，包括禁止使用昂贵文具、教师不
询问学生周末活动安排等等。这些措
施的呼吁者认为，相关举措推行以来，
低收入家庭学生出勤率提高，因家庭财
富不均引发的校园欺凌行为减少。

防攀比
英中学禁穿“加拿大鹅”

阿根廷找到失踪一年潜艇
阿根廷海

军 17 日证实，
发现一年前失
踪的海军潜艇
“圣胡安”号，
位于大西洋海
平面以下 800
米 处 。“ 圣 胡
安”号 艇 员 家
属两天前参加
潜艇失踪一周
年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