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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今年首次出访均选择了欧洲，体现
了中国外交对欧洲的高度重视，为中欧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确认了方向，
注入了新动力。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
形势下，访问成果彰显了中欧双方致力
于做好中欧关系“加减乘除”的重要性
和共同意愿。

做好“加法”，就是不断扩大中欧合作
的“朋友圈”，拓展双方务实合作领域，为
中欧合作添砖加瓦。在第八次中国—中东
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举行之际，会议欢迎希
腊作为正式成员加入“16+1合作”。成立7
年的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一直是中欧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欧洲的整体利
益。中国领导人相继访欧，进一步扩大了
中欧合作的共识，深化了双方合作的内
涵，增强了中欧关系的战略性。中欧合作
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
系，不断拓展中欧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前
景广阔。

做好“减法”，就是减少战略猜忌，化
解合作障碍，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中国坚
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对欧关系，
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的团
结和壮大，支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今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
了一份 《欧中关系战略展望》 报告，折射
出欧盟既需要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又对中国快速发展存有疑虑、意欲防范的
矛盾心理。但中国领导人访欧的成果再次
表明，中欧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
方都愿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增加战略
互信，减少相互猜疑。中欧就推进投资协
定谈判、推进 5G 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达成

广泛共识。
做好“乘法”，就是加强中欧各自发展

战略的对接，扩大“一带一路”合作，携
手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充分发挥中欧关
系的“乘积效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促进欧
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助力中欧及全球经济
的可持续增长，是中国领导人相继访欧的
重要目的之一。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首
个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
忘录的国家，法国、德国、欧盟以及中东
欧国家领导人，也都展现出对参与“一带
一路”合作的积极姿态。此外，作为国际
合作新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中国领

导人访欧的一大亮点。
做好“除法”，就是中欧合作越多，

解决全球性问题就越容易。中欧坚持多
边主义，携手完善全球治理，积极应对
全球性问题。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
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推
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双方在维护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推进可持续发展、坚
持伊核全面协议、打击恐怖主义等众多
领域有着一致的共同目标，也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这是中欧关系战略性和
全球性的重要体现。中国领导人访欧期
间，中欧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双方坚定捍
卫多边主义、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携手

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积极信号。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构建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
系，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
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
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
进共同发展。做好中欧关系的“加减乘
除”，体现了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中国领导人访欧表
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求共
识、促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意愿和努力
不会改变。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做好中欧关系的“加减乘除”
■ 华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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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益文

本报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4
月12日电（记者白阳、叶琦） 当地
时间 4 月 12 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出席第八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后，与
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克罗地亚
总理普连科维奇共同为“16+1全球
伙伴中心”揭牌，宣布“16+1全球
伙伴中心”正式成立。

“16+1 全球伙伴中心”是去年
索非亚会晤的重要成果，也是“16+
1”框架下一项创新之举。“16+1全
球伙伴中心”为非官方、非营利性
质的智库咨询机构，将为促进双方
企业贸易投资合作、推动“16+1合
作”深入发展提供政策、法律咨询
及智力保障。

李克强 2018 年 7 月在索非亚出
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时，与保加利亚共同倡议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设立“16+1全球
伙伴中心”，为参与合作的政府主体
和企业主体提供咨询和建议，并对
外介绍“16+1 合作”开放、平等、
公正、透明的原则。该倡议得到了
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各方就在
保加利亚成立“16+1 全球伙伴中

心”达成共识，同意由中、保双方
牵头开展中心相关工作。

王毅、何立峰参加活动。

上图：当 地 时 间 4 月 12 日 下
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

尼克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会晤后，与保加利亚总理鲍
里索夫、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
共同为“16+1 全球伙伴中心”揭
牌，宣布“16+1全球伙伴中心”正
式成立。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
策和制度体系。

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1年时间过去了，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进展如何？

产生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赋予更大改革自
主权，支持海南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这样强调。

1年来，海南着重探索制度创新。
4月11日，海南发布了最新一批5项自贸区制度创新成果，涉及人才引进

模式、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医疗服务等多个方面。
在全国首创“候鸟”人才工作站是一大亮点。所谓“候鸟”人才，是指

一直以来每年定期到海南度假的各类人才。由于气候温暖，每年到海南休闲
度假的“候鸟”人才高达 100 多万人。目前，海南已建设 40 多个各类“候
鸟”人才工作站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70多位院士，通过科技咨询、项目
合作、文化下乡、人才培养等形式服务海南自贸区建设。

1年来，创新成果初步显现。
近日，海南天著疏浚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柬，在海口花了不到半

小时，就完成了全部企业设立登记事项。“太方便了，太快了！”刘柬感慨
道，天著疏浚公司设在东方市，要是在以往，只能到东方市办登记注册手
续。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实施后，登记注册可以就近办理，而且可以
在手机上操作。

2 月 14 日，海南公布了第一批 8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就包括商事登记
“全省通办”制度。2018年全年，海南省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5.5%，其中
企业增长37.5%，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46.1%。

加快建立新型产业体系

不到 3000 亩的土地上，汇聚 3600 多家互联网企业，草木葱郁，鸟语花
香，这里是海南生态软件园。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研究员陈丽芬表示，“1年来，海南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全面改善优化营商环境，在促进服务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方面成效显著。”

生态软件园是海南发展新兴产业的一个载体。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 （海
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为主导，科学安排海南岛产业布局”，“加快建立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
产业体系”。

1年来，海南培育发展了 12个重点产业，互联网产业是其中一项。2018
年，海南重点产业合计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 70%。

第三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9%。
根据海南的规划，今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又有了新的着力点：开工建设

西海岸互联网总部经济产业园，规划建设海口江东新区互联网跨国企业集聚
区，谋划建设海甸岛物联网应用创新基地……

构筑全方位立体化开放通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
海南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如今，海南正在构筑全方位立体化开放通道，对外资吸引力不断提升。
“海南招商引资目标明确，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新加坡淡马锡全资控股

企业丰树集团物流地产投资中国华南区总经理刘汉泉说，企业已投资建设大
型综合电商产业园，还将考虑扩大投资。2018 年，海南公布“百日大招商”
的成绩单，海南一口气引入新加坡淡马锡、英国默林娱乐集团和美国三五环
球集团等20多个外资项目。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的战略定位之一。自2018年5月1日起，海南省
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海南国际航线增加到74条，海口、三亚至
越南、菲律宾的多条邮轮始发航线开通；英国著名旅游公司托马斯库克在三
亚注册成为海南首家中外合资旅行社。

对于1年来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的进展，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用了8个
字概括——“蹄疾步稳，开局良好”。海南正在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的“试验田”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0年，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
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明显
提升，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全 文 见 海 外 网 ， 链 接 为 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414/
c3541083-31536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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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区启动建设一周年

海南 改革开放靓丽名片
潘旭涛 雷杰如 刘山山

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李克强与保加利亚总理、克罗地亚总理
共 同 为“ 16+1 全 球 伙 伴 中 心 ”揭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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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3日电（记者白阳） 4月 13 日，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圆满结束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并对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后，乘专机回到北京。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京。

离开克罗地亚时，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率副总
理兼外长布里奇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中国驻克
罗地亚大使胡兆明等也到机场送行。

李克强结束出访回京

傣历泼水节傣历泼水节 放灯贺新年放灯贺新年

4月13日，为期3天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泼水节举行。节日期间，当地将举办划龙舟比赛、燃放孔明
灯、泼水狂欢等活动，庆祝傣历新年。图为人们在西双版纳的澜沧江畔放飞孔明灯。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