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6日袁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袁
来自伊斯坦布尔商会的费尔汗窑阿德
姆汗渊中冤在签约仪式上讲话遥

中国和土耳其企业 6日在伊斯坦

布尔签订系列战略合作协议袁 旨在将
土耳其优质干果尧 水果和特色农产品
引入中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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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7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
资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我国利
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
点、新挑战，以激发市场活力、提
振投资信心为出发点，以保障外
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为重点，以

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外商投
资环境为着力点，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
作。《意见》提出了 4 个方面共 20
条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对外开放。继续压减
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全面清理取消未纳入
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加快金融业
开放进程，优化汽车领域外资政策，
营造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大投资促进力度。优化

外商投资企业科技创新服务，提升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水平，提升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平台引资
质量，在中西部地区优先增设一批
综合保税区。

三是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降
低资金跨境使用成本，提高外籍人
员来华工作便利度，优化外资项目
规划用地审批程序。

四是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全面贯彻外商投资法，建立健全外
商投资企业投诉受理机构，强化监

管政策执行规范性，提高行政规范
性文件制定透明度，发挥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重要作用，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机制，鼓励外商投资企业
参与我国医疗器械、食品药品等标
准制定，保障供应商依法平等参与
政府采购。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当前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
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站位，主动作
为，务求实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
实。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11月 6日袁在英国伦敦袁英国首相
鲍里斯窑约翰逊在首相府门外发表讲话遥

英国本届议会当地时间 6日凌晨

正式解散袁 这标志着将于 12月 12日
举行的英国大选选战已拉开帷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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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开启大选选战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6 日
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主席希夫 6 日表示，众议院情报
委员会将于 13 日就针对总统特
朗普的弹劾调查首次举行公开听
证会。

希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众
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于 13 日举行
两场公开听证会，证人分别是美
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
和负责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帮办乔治·肯特。此外，前美
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
奇将于 15日在国会公开作证。

约万诺维奇、肯特和泰勒 10
月分别在国会众议院参加了闭门
听证。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6日公
开的证词，泰勒称，特朗普政府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宣布调

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竞选
人拜登及其儿子等作为美方拨付
一笔对乌军事援助款的条件。

特朗普政府 9 月 11 日告知
国会，已开始向乌克兰支付这笔
3.91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特朗普
称，冻结这笔援助款是因为欧洲
国家在给予乌克兰军事援助方面
做得不够。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9月 24日宣布启动众议院对特朗
普的弹劾调查，起因是一名情报
界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 7 月在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
对方调查拜登父子。民主党指责
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寻求
外国势力干预明年美国总统选
举。特朗普则坚称不存在与乌方
的“利益交换”。

美国会将就特朗普弹劾调查
首次举行公开听证会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科
技生活展区里，世界 500 强、家具
及家居用品零售商巨头宜家的展台
格外醒目。这是宜家第二次参加进
博会，同时也是首次独立参展。

一年前的首届进博会，宜家只
是加入瑞典国家馆，通过一块展板
展示了自己的产品和理念。
“‘进博效应’的火热超出了我

们的预期。”宜家中国公关事务负责
人杨帆透露，首届进博会落幕后，公
司内部召开了总结检讨会，一致认
为宜家应该更深度参加进博会，并
决定立即着手准备第二届进博会参
展事宜。

一年后，宜家以“宜居未来家”
为主题精心设计了 180 平方米的
展台，并以“进博会绿色发展合作伙
伴”的身份亮相第二届盛会。除了为
进博会主场馆功能区提供基于循环

理念生产的家具及家居用品，宜家
还承诺把进博会现场回收的 PET
塑料瓶作为原材料再次投入宜家价
值链，赋予废弃物“第二次生命”。

在宜家中国区总裁兼首席可
持续发展官安娜·库丽佳看来，“绿
色进博”理念与宜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益于人类，益于地球”不谋而
合。“我们希望通过进博会，与中国
一同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库丽
佳说。

从一块展板到一个展台，宜家
的“进博故事”透露着一个趋势：越
来越多的世界 500 强企业视进博
会为其加速拓展中国市场，与中国
经济社会共同成长的重要契机。

今年恰逢百岁“生日”的食品行
业巨头达能集团深耕中国市场已超
过 30年。参加首届进博会后的一
年间，集团已将旗下来自新西兰、波

兰、法国等多个国家的逾十余款单
品相继引进中国市场。

第二届进博会上，达能又携覆
盖全部三大业务的 30 多个品牌亮
相，其中部分产品在进博会上全球
首发。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机遇之
国’。”达能公司秘书长兼执行总裁
欧阳伯堂说，中国开放的贸易环境
以及进博会这样广阔的贸易平台，
都为跨国企业提供了独特机遇，使
达能将最新最好的产品尽快带给中
国消费者。

戴尔科技集团已连续两届成为
最早确认参与进博会的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今年的展会租用面积
和搭建面积较首届大幅提升，展示
的解决方案也从去年的 30多个增
至逾 50 个，涉及 5G 和物联网、人
工智能、多云战略和基础架构、移动

互联等领域。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大

中华区商用市场部总经理石峰表
示，进博会上，戴尔科技不仅全方位
展示数字化转型实力，也全面呈现
“在中国，为中国”发展战略 5 年来
的成果。

“戴尔科技在中国的布局覆盖
设计、研发、采购、生产、供应链在内
的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司全球产量
和采购量大多数在中国完成。”石峰
说，见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并从中
受益的戴尔科技，已经成为一家在
华“外资本地企业”。

首届进博会上，自动化控制及
电子设备制造商欧姆龙的“乒乓球
机器人”成为网红。这一次，欧姆龙
不仅带来了升级版的“乒乓球机器
人”，还将微缩版现代农业大棚“搬”
到了进博会展馆。“来自未来的番
茄”全程呈现了搭载人工智能和物
联网技术的欧姆龙智能化有机栽培
解决方案。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总经
理中道教显表示，中国是欧姆龙最
大的海外市场。自上个世纪 70 年
代进入中国以来，欧姆龙构筑了集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
体的全方位经营管理体制。“未来，
欧姆龙将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与
农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中
国伙伴并肩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

专注于智慧建筑领域的江森自
控在第二届进博会上首次发布了智
慧安防、楼宇自控、冷水机组远程智
联服务等五款新品。

“首届进博会令江森自控收获
了价值 3000万美元的订单，也让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对于人工智能
和数字化技术的高度关注与需求。”
江森自控亚太区总裁梁伟超说，江
森自控选择在进博会这个开放创新
的平台发布这些全新解决方案，希
望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共
创”，现身第二届进博会的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都表达了相似的愿景。
在他们眼中，作为中国主动向世界
开放市场的重要平台，进博会正持
续释放不容错失的“中国机遇”。

（据新华社上海 11月 7日电）

世界 500强眼中的进博会：

不容错失的“中国机遇”

11月 6日袁 参观者在第二届进
博会孟加拉国国家馆参观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遥 备受
关注的国家展精彩纷呈袁各国充分
运用传统与高科技手段袁着力展现

本国的货物尧服务尧投资旅游和人
文科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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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纷呈国家展

据新华社“雪龙 2”号 11 月 7
日电“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当
地时间 7 日早晨停靠澳大利亚霍
巴特港，与已经停靠于此的“雪龙
2”号“相聚”。这是“雪龙兄弟”首次
“会师”。

此前，“雪龙 2”号于 10月 15日
从深圳起航，11月 4日停靠霍巴特
港。“雪龙”号于 10月 22日从上海
出发，11月 6日抵达霍巴特港的港
外锚地。

约位于南纬 43度的霍巴特，是
知名的“南极门户”城市。1994年“雪
龙”号首次停靠霍巴特港，从此这里
成为中国南极科考船前往中山站途
中的重要补给港。霍巴特港也是“雪
龙 2”号首次停靠的外港。“雪龙 2”
号和“雪龙”号将相继从这里前往南
极中山站，并在那里再次会合。

中国第 36次南极考察是“雪龙
2”号进行的首次南极考察，也是我
国首次进行“双龙探南极”，将重点
实施“2船”（“雪龙 2”号和“雪龙”
号）、“3海”（宇航员海、阿蒙森海、罗
斯海）、“4站”（中山站、长城站、泰山
站和正在建设中的恩科斯堡岛新
站）的考察。 11月 7日袁野雪龙冶号与野雪龙 2冶号顺利野会师冶遥

“雪龙兄弟”首次“会师”

5. 正确对待人生坎坷，积
极追求美好生活。正确对待人
生坎坷，增强追求美好生活的
勇气和信心。要正确处理家庭
关系和邻里关系，夫妻之间、婆
媳之间要互敬互爱，相互谅解，
相互关怀；邻里之间要相互帮
助、平等对待。家庭中有不顺心
的事，可以找亲戚朋友倾诉。要
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以进
取的精神对待人生。生活中遇
到困难，可以找党组织、找政

府、找村(居)委会，千万不要为
寻求什么精神寄托而误入邪教
的泥沼。

6.树立正确思想，创造美
好生活。树立科技致富、勤劳致
富思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
美好生活。过好日子要靠自己
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天上不会
掉馅饼，世上没有救世主，千万
不要信邪教那一套。邪教只会
带来灾难，信了邪教，日子只能
越来越穷、越来越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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