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向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广交会要努力打造成为

广东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
从视同缴费账户法
调整为系数法

新计发方法实行后，高于原计算方法的部
分5年过渡到全额发放

广州疾控提醒：

20日前省外来穗人员
需提供48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

详见A6

《广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立法听证会召开，专家表示：

对在用不合规电动自行车
设三年过渡期必要且可行

详见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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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
详见A2

据新华社电 经空间站阶段
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16日凌晨
发射，发射时间瞄准北京时间16
日0时23分。飞行乘组由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翟
志刚担任指令长。执行此次发
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火箭
于14日下午进行推进剂加注。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
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副主任林西强14日下午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的。

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
舱航天员，航天员王亚平执行过神
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叶光
富是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

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
三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
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及
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
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核心舱
后，按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
工作生活，约 6 个月后，搭乘飞
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对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各项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将转入
空间站建造阶段。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
号、天舟三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
设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
航天员进驻条件。执行神舟十
三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
测试和综合演练，航天员飞行乘
组状态良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
作已基本就绪。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将于明日凌晨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

组成，翟志刚担任指令长

14日，3名乘组航天员翟志刚（中）、王亚平（右）、叶光富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华社发

相关报道见A3、A4

相关报道见A5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丁玲、通讯
员粤市监报道：14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发布2020年度省级
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结果公告，北
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福
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按行政区
划排序）7个省（市）获评A级。值
得一提的是，自2013年国务院开
展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以来，

广东是全国国家对省级政府质量
工作考核中连续6次获得最高等
级A级的两个省（市）之一。

2020 年省级政府质量工作
考核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牵头，
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系会议成
员单位共同组织实施。考核程
序包括自我评价、调研核查、综
合考核、报批与通报等4个环节。

全国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结果公布

广东连续六次获评A级

新华社电 10月 14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130 届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 交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
65年来，为服务国际贸易、促
进内外联通、推动经济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
世界经济贸易面临深刻变
革。广交会要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创新机制，丰富业态，
拓展功能，努力打造成为中国
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国际贸
易高质量发展、联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重要平台。中国愿

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秉持真
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建设高水
平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 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
市开幕，主题为“促进国内国
际双循环”，由商务部和广东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
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重要平台

李克强出席第130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暨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开幕
式，强调——

中国愿与各国
共享发展机遇
实现更好发展

习近平致广交会贺信
在南粤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月14日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
会）暨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秘鲁总统卡斯
蒂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匈牙
利总理欧尔班、马来西亚总理伊
斯迈尔、科特迪瓦总理阿希以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
林斯潘以视频方式致辞。100 多
位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代表、跨
国公司负责人线上参会。

李克强表示，广交会创立 65
年来历经风雨却从未间断，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习近平主席为此
次广交会发来贺信，表明了中国始
终坚持扩大开放、促进自由贸易
的坚定决心。一部广交会的历
史，就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融入世界经济的历史，也是各国
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互
利共赢的历史。

李克强指出，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国际形
势继续复杂深刻变化。世界各国
同处一个“地球村”，安危与共、休
戚相关。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我们应当展现出战胜困难的勇
气、包容的胸怀、开放的决心和合
作的诚意。

要坚持生命至上，携手抗击
疫情。弘扬科学精神，遵循科学
规律，加强疫苗和药物国际合
作，战胜新冠病毒这一人类的共
同敌人。

要坚持开放合作，共促经济
复苏。坚持自由贸易，加强政策
协调，增加大宗商品、关键零部件
生产供应，提升重要商品供给能
力，推动国际物流畅通，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运转。

要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
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做大
全球市场的蛋糕、做活全球合作
的方式、做实全球共享的机制，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李克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疫情、洪
涝灾害等多重冲击，中国在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积极克
服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主要宏观指标运行在合理区
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强劲韧
性和巨大活力，有能力、有信心实
现全年目标任务。同时，中国经

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平衡，保持
经济平稳运行的挑战增多。发展
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我们将按照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
力办好自己的事，确保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推动中国经济行稳
致远。

依托产业和市场优势，深化对
外经贸合作。保持外贸政策连续
性稳定性，继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
务进口。加快推动外贸创新发展，
年底前增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在广东等地实现全省覆盖。
加快发展海外仓等新业态，推动建
设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加强贸易
数字化国际合作，打造一批全球贸
易数字化领航区。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让中国始终成为外商
投资的“沃土”。进一步压缩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实现自贸试验区负
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持续放宽
服务业准入。高标准落实外资准
入后国民待遇，支持外资加大中高
端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
地区投资，鼓励外资企业承接委托
研发业务。继续实施好外商投资
法及配套法规，严厉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行为，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
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积极参与完善国际经贸规
则，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中国对符合世贸组织原则
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都持开放
态度并乐见其成，将同有关各方
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尽早生效实施，
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
程，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
定，在全球数字、绿色治理等新
兴领域加强合作。

李克强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
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
展的根本动力。中国的发展将始
终在改革中推进、在开放中前行。
我们愿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共绘发展蓝图，实现更好发展。

最后，李克强宣布，第130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

开幕式前，李克强参观了广
交会发展史陈列馆。

胡春华主持开幕式。李希、肖捷
等出席上述活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
报道：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下称“广交会”）10
月 15日 9时开展。本届广交
会按 16 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
展区，展位总数 19181 个、参
展企业7795家。这是在广交
会连续三届“上云”后，第一
次重启线下展览。

早上8时半左右，羊城晚
报记者在交易会琶洲展馆外
看到，参展企业、采购商已在
入口处排起长龙，戴着口罩有
序等待入馆。

“我现在在第130届广交
会的现场，准备前往电子展
区，很期待这一次能够在这里
寻找到合适的合作。”早上 9
时半，来自山东的采购商李先
生正激动地与公司同事视频
分享他刚刚进馆的心情。

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探馆
时发现，以自主研发技术为核心
竞争力的“广东制造”，正在从以
往的价格优势走向质量优势，从
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从产品
全球化走向技术全球化，广东制
造企业的创新能力正成为其在
海外市场的一张崭新名片。

“早期我们主要是面向海
外 市 场 ，与 跨 国 品 牌 通 过
OEM 方式合作，产品最主要
的还是体现我们的制造力，但
随着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扩大，
近几年我们更注重的是品牌
力和科技能力的展示，展品基
本上都是格兰仕自主品牌产
品。”格兰仕北美营销负责人
庄瑞玲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格
兰仕在广交会的参展史，也是
一部自主品牌的成长史。

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注

意到，这家历史悠久的广东制
造企业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崭
新的明星产品——融入航天
精 神 的 空 气 炸 微 波 炉 、
99.99%灭活新冠病毒的医用
级空气消毒机、拥有杀菌除螨
复合型健康功能的智能挂烫
机，它提供的全屋智能家电也
以其智能化、数字化成为采购
商眼中的“香饽饽”。

本届广交会的开展，是
中国以开创性合作大平台推
动改革开放的生动注脚。随
着第 130 届广交会正式拉开
帷幕，预计将有 2.6 万家企业
和全球采购商线上线下与会
参观采购。作为“买全球、卖
全球”的互利共赢平台，广交
会正在以其实际行动，向世
界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与信心。

第130届广交会今晨开锣

广东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
正成为海外市场上新名片

▲今天上午，参展
工 作 人 员 在 进 行 直 播
前的最后演练

▲ 开展首日，大批参展商进入展馆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姜雪媛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