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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亚太合作关乎地区发展
关乎人民福祉 关乎世界未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 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金句摘录
世界经济正如我们身边的太平洋，
汇聚千流、
连通四海，
铸就了浩瀚宽广的胸怀，
孕育了波涛澎湃的活力。
当前，
世界和亚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亚太合作未来的路怎么走，
关乎地区发展，
关乎人民福祉，
关乎世界未来。
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启 2020 年后的合作愿景，我们达成了共建亚太共同体的目
标。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开启亚太合作新阶段，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
亚太命运共同体。
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绝非可以一蹴而就。亚太地区要继续领风气之先，坚决维护和平稳定，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毫不动摇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
进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
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
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膀。要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
字经济路线图，
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消除数字鸿沟。中方倡议，
各方分享数字
技术抗疫和恢复经济的经验，
倡导优化数字营商环境，
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为亚太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明年，中方将举办数字减贫研讨会，发挥数字技术优势，
助力亚太地区消除贫困事业。
亚太经济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政治游戏，
而是相互成就、
互利共赢的发展平台。
我们要加强疫苗研发和交流，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方支持亚太经合组织
加强公共卫生、中小微企业等领域政策交流和能力建设，提出远程医疗倡议，让贫困和偏远地区人民得到
及时、有效医治，
助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
中方高度重视亚太经合组织作用，将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始终不渝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
福亚太。中国愿同亚太各方一道，共创共享亚太和平繁荣美好未来，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断迈
进。
据央视新闻

55 种药品平均降 53%

习近平向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更好赋能实体、
服务社会、
造福人民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
会 20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幕。习
近平发来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5G 与工业互
联网的融合将加速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建设，
加速中国新型工业化进
程，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启中原

东风

为疫情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创
造新的发展机遇。希望与会代表
围绕“智联万物、融创未来”主题，
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
增进合作，
更
好赋能实体、
服务社会、
造福人民。
习近平强调，此次大会在湖
北武汉召开有着特殊意义。希望
湖北省和武汉市以此次大会召开
为契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大力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作出贡献。
2020 中 国 5G + 工 业 互 联 网
大会是首次召开，旨在推动 5G 和
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
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同时助
力湖北疫后重振和经济恢复发
展。
据新华社

河南广电全媒体特别报道

“东风启中原”系列评论之五：

河南欢迎这样的浙江
“特产”
！
浙江民企，
既有
“小而美”
，
也有
“大
而强”
，
考察团了解到，
浙江民企年
营业收入超过一千亿的有 8 家，整
个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 60%以上
的 GDP、70%以上的外贸出口，以
及 95%以上的境外直接投资。
对比浙江，
河南入选中国民企
500 强的企业一共 15 家，营业收
入最多的一家是 600 多亿，
差距一
目了然。
几天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
考察时，
专门到南通博物苑了解张
謇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的情况，
勉励民营企业家要勇于创
新、奋力拼搏、力争一流，
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此次，
河南党政代表团走进浙
江，在两省的政府部门之间、浙商
豫商之间，
搭建了一座常来常往的
桥梁，一方面，河南热烈欢迎浙商
投资河南，
牵手河南，
另一方面，
我
们也希望河南本土越来越多的企
业家，成为河南的“品牌”，中原的
“特产”
。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加
油吧，
河南！据河南广电新闻中心
扫码看更多报道

河南党政代表团学习考察的
最后一站是浙江，
浙江最有名的特
产是什么？是西湖龙井？是金华
火腿？是阿里巴巴？告诉你一个
不一样的答案：
是
“老板”
。
没错，今天，平均每 9 个浙江
人就有一个是老板，每 26 个浙江
人就拥有一家企业，
民营经济是名
副其实的浙江
“招牌”
。
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就诞生在 1980 年的温州。
四十年过去了，2020 年中国
民营企业 500 强中，浙江 96 家企
业上榜，
连续 22 年全国第一。
说起浙江民营企业，
很多人有
一 个 固 化 印 象 ：浙 江 民 企“ 小 而
美”，呵呵，那是老黄历了，如今的

河南实施国家组织第三批药品集中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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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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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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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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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河南政府网

郑太高铁来了

郑州到太原仅需两个多小时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莉
■见习记者 王琳 通讯员 郑轩
11 月 20 日 6 时 55 分，随着 D55562 次
高速列车从郑州站开出驶向太原南站，郑
太高铁全线正式开始按图试运行。
郑太高铁位于河南与山西境内，
包括已
运营的郑州至焦作段城际铁路和新建焦作
至太原段，
是
“八纵八横”
高铁网主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省
“米”
字形铁路网西北
方向的大动脉。其线路全长 428.9 公里，设
计时速 250 公里，途经焦作、长治、晋中、太
原等地市，
设焦作、焦作西、晋城东、高平东、
长治南、
长治东、
襄垣东 7 座车站。
郑太高铁开通运营后，郑州至太原两
个城市间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将压缩到 2
个多小时，
比普速列车节省 9 个多小时。

天津瞰海轩小区住户涉
及幼儿园、
中小学停课
19 日，天津东疆港区瞰海轩小区内 4
人核酸检测阳性，均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目前，瞰海轩小区升为高风险地区；
确诊病例杨某某孙女所在幼儿园封闭管
控；瞰海轩小区住户人员涉及的工作单位
全员核酸检测，涉及幼儿园、中小学全部停
课；瞰海轩小区住户日常频繁活动的公共
场所全部停业。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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