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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中英双语版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以下简称 《指
南和案例》） 显示，截至 2019 年 6月，中方已
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
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
制。相关人士指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由中国
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近年来广受欢迎、成
效显著。展望未来，合作朋友圈有望继续扩
大，更多国家、企业将加入，会在更大范围实
现多方共赢。

实现1+1+1>3的效果

“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是指中国企业（含金
融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
经济合作。作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模式，第三
方市场合作有助于中国企业和各国企业优势互
补，共同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
升和民生改善，实现 1+1+1>3 的效果。”国家发
展改革委外资司副司长吴红亮对本报记者说。

《指南和案例》 显示，自 2015 年中国与法
国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以来，中方已
与法国、日本等14个国家达成加强第三方市场
合作的共识，通过举办论坛等形式共同为企业
搭建合作平台、提供公共服务。以首届中日第
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为例，两国地方政府、企
业、金融机构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涉
及基础设施、物流、金融等多个领域，协议金
额超过180亿美元。

谈及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日本三井
物产株式会社董事长安永龙夫认为，日中两国
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特

别在基建领域，中国企业拥有很强竞争力，而
日本企业则积累了很多项目经验和经营诀窍，
日中合作能提供价格、品质都有更强竞争力的
产品，日本、中国和第三方市场将实现三赢。

吴红亮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三方
市场合作成效逐步显现，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
基金初步确定首个投资项目，俄罗斯亚马尔液
化天然气、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埃塞俄比亚
吉布 3 水电站等一批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
的重大项目顺利建成，中方企业、外方企业、
项目所在国企业和民众等相关方都从中获益。

“可以说，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成为各方集思广
益、尽施所长、惠及彼此的重要途径。”

形成5大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灵活多样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
本特征。基于企业的商业实践，此次发布的

《指南和案例》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5种主
要模式，共 21 个案例，涵盖铁路、化工、油
气、电力、金融等多个领域，涉及日本、英国
等国的合作伙伴以及印尼、埃塞俄比亚等合作
项目所在国。

产品服务类是5大合作模式之一。吴红亮介
绍，产品服务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在
设备采购、认证许可、法律商务咨询等领域开展
合作，共同为第三方市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比如，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项目由中国交建
承建，德国GUAFF公司为其提供监理咨询服务，
参与项目的设计咨询、施工监督及质量安全控制
工作。项目使当地原来两到三小时的渡海时间缩
短至 10 分钟左右，同时创造了超过 2000 个就业
岗位，有效改善了当地交通和就业状况。

《指南和案例》显示，另4种模式分别为工
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和战略合
作类。具体来看，工程合作类通常是指中国企
业与外方企业通过总分包、联合竞标等方式，
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项目；投资合作类指中
国企业通过并购、合资、参股等方式，与外方
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投资；产融结合类

指中外方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
转贷款、股权参与等多种方式在第三方市场开
展合作；战略合作类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通
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形
式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研发、制造、工程等全方
位、多领域、多层次合作。

“我们鼓励企业因时因地因事制宜，不断创
新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吴红亮说。

扩大合作朋友圈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朋友圈正逐步扩
大。今年 6月份举行的第 10次中英经济财金对
话期间，中英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正式签署；日前，阿联酋经济部长曼苏
里在出席中国-阿联酋商务论坛时表示，阿方愿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发挥更大作用，并探
讨同中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财政部近日发布
的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成果落实情况显示，中
德愿意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下加强合
作，探讨第三方市场合作机会……

企业积极推动合作。日前在新加坡，多家中
国公司与新加坡和东盟企业签署谅解备忘录，以
加强双方在该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合作领域
涉及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综合投资开发区项
目、国际物流和航运，以及供应链建设等。

安永龙夫表示：“非常期待日中两国企业在
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越来越多，日中在第三方
市场合作方面前景广阔。”

吴红亮指出，下一步，将深入落实已对
外签署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继续与有意
愿的国家建立合作机制，开展从政策到项目
的一揽子合作。统筹利用双边、多边合作平
台和资源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努力实现各
渠道对外合作互促并进。加强理念、政策和
案例的对外宣介，鼓励更多跨国公司、国际
金融机构与中方企业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

“第三方市场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
流，契合各国开放合作、联动发展的现实需
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方已与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第三方市场合作受热捧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电（记者严冰） 记者9月
5日从在陕西延安召开的全国退耕还
林还草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年来
我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5.08亿
亩，占我国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
40%，成林面积近4亿亩，超过全国
人工林保存面积的1/3。

据介绍，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
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20年来，全国累计实施退耕
地还林还草 1.99 亿亩、荒山荒地造
林2.63亿亩、封山育林0.46亿亩。通
过一“退”一“还”，工程区森林覆盖
率平均提高了4个多百分点，林草植

被大幅增加，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每年在保水固土、防风固沙、固碳释
氧等方面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达
1.38万亿元。全国有4100万农户参
与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58亿农民
直接受益，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增
收渠道更加稳定多样。截至 2018
年，退耕农户户均累计获得国家补
助资金近 9000 元，近 10 年间退耕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
14.7%。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将贫瘠
的低产耕地变为绿色的金山银山，
有力助推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优

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农业结
构由以粮为主向多种经营转变、粮
食生产由广种薄收向精耕细作转
变，许多地方走出了“越穷越垦，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实现了地
减粮增、林茂粮丰。同时，实施大
规模退耕还林还草为增加森林碳
汇、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环境
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在会上指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
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资金投入最
多、建设规模最大、政策性最强、
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重大生态工

程。工程实施 20 年来，各方面效
益正在日益显现，为持续推进工程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建龙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要科学编制退耕还林还草总
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并着力巩
固工程建设成果，依法依规保护退
耕后形成的林草资源，严肃查处毁
林毁草、非法征占用、擅自复耕等
行为。用足用好多渠道的政策资
金，探索将符合条件的退耕还林还
草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森林抚育补贴、
国家储备林建设、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工程等范围。在落实退耕农户管
护责任的基础上，逐步将退耕还林
纳入生态护林员统一管护范围，继
续搞好封山禁牧，加强对退耕还林
还草成果的管护。

本报北京9月 5日电 （记者聂
传清） 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大都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中
央美术学院艺术创作研究院国画、
油画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 4 日在
京举行。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
央美术学院艺术创作研究院名誉院
长靳尚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等和高研
班导师、学员一起参加了开班仪式。

范迪安表示，中央美术学院聚
焦美育基础理论和当代美育实践的
研究，大力加强教学改革和建设，
进一步加强审美教育，在专业教育
中培养学员感受美、鉴赏美、追求
美、创造美的能力。中央美院创研

院的创办也是美育精神的具体实
施，借以培养具有美育意识和能
力的高端艺术人才，创作出具有
美育价值、能够影响和引领社会
审美的艺术作品。

靳尚谊在致辞时强调，中央美
院创研院将以业界知名艺术家、评
论家所组成的导师团队，应用最扎
实的艺术专业技能、最权威的学术
理论、最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学员
们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培养。

本次国画、油画研修班为期一
年，学员由业界精英和高校学者组
成，课程采取小班教学的方式，教
学内容涉艺术创作基础、创作实
践、理论探讨等领域，研修结束后
将进行学员作品展示。

新华社北京9月 5日电 （记者
刘开雄） 国家外汇管理局 5 日发布
消息，批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证券公司
结售汇业务试点资格，允许其在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自身及代客即
期结售汇业务，并按规定参与银行
间外汇市场交易。

外汇局方面表示，开展证券公司
结售汇业务试点，有助于促进国内证

券公司本币和外币业务均衡发展，加
快培育国际一流投行，推动金融业高
质量发展；有助于扩大外汇市场参与
主体，丰富外汇交易品种，进一步提
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下一步，外汇局将指导试点机
构稳妥有序开展结售汇业务，适时
总结试点经验，研究扩大外汇市场
参与主体，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外
汇业务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9月 5日电 （记者郁
静娴） 从农业农村部 5 日召开的村
庄清洁行动秋冬战役视频会议上获
悉，自去年底18部委联合印发《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
案》 以来，春节、春季和夏季战役
先后打响，取得明显成效。据不完
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省级层面
广泛动员，90%左右的村有了具体
行动，累计清理各类农村生活垃圾
4200 多万吨，清理村沟村塘淤泥
3500 多万吨，清理村内残垣断壁
410 多万处，一大批村庄村容村貌
得到显著改善。

据悉，各地紧盯重要时间节
点，发动党员干部、农民群众集中
开展大扫除、大清洁、大整治，建

立了村庄清洁行动考核评估机制。
譬如，天津以整治“脏乱差臭”为重点
实施集中攻坚 60 天行动；云南制定

《人居环境1档标准》，推动村庄清洁
行动标准化。不少地方还通过卫生
户、卫生庭院等评比活动，调动农民
群众参与积极性，以家庭的“小环
境”温润村庄的“大气候”。

会议强调，各地村庄清洁行动
秋冬战役要聚焦“三清一改”，突出
秋冬季特点，结合实际，明确差别
化的整治标准，健全村庄公共环境
保洁机制等长效机制。据了解，在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还将举
办“千村万寨展新颜”活动，在全
国遴选1000个左右清洁行动成效明
显的村庄，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新华社西宁9月5日电（记者李
亚光）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获悉，随着三江
源生态整体趋好，近年来可可西里地
区藏羚羊回迁数量稳步增长，从侧面
展示了该物种种群的健康恢复态势。

藏羚羊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
要栖息在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新
疆阿尔金山等地。每年5月底，它们

都要从各地前往位于可可西里腹地的
卓乃湖产羔。到7月底，雌羊开始陆
续携幼仔返回原栖息地，往返迁徙行
程可达数百公里。

近日，一年一度的藏羚羊产羔回
迁季全面结束。据五道梁等保护站提

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当地观测到
的藏羚羊回迁数量为 6627 只，较去
年有所增长。

可可西里管理处宣传科科长才仁
桑周告诉记者，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
续加大，2006 年至今可可西里持续

未闻枪声，盗猎盗采逐步禁绝，藏羚
羊回迁数量偶尔略有波动，总体呈逐
年增长态势，且增幅较大。

与之相伴随，当地藏羚羊种群
整体数量也在持续恢复。20 世纪 80
年代，因不法分子猎杀，藏羚羊数
量从原来的 20 万只一度锐减到不足
2 万只。如今，该物种已恢复至 6 万
只左右。

人机对弈
9月5日，由科技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七届中国 （绵阳） 科技

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开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开放合作”
为主题，重点展示电子信息、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成果。图为观
众参观五子棋人机对弈平台。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清洁行动覆盖约九成村庄

央美着力培养高端美育人才

3家券商获结售汇试点资格3家券商获结售汇试点资格

9月5日，为期4天的广西妇女事业发展辉煌 70 周年暨第四届女企业
家、城乡女能人、女科技人员创业创新产品 （成果） 展在南宁拉开帷
幕，1600 多种汇集了全区妇女创业创新最新成果的产品集中亮相，吸引
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图为一名来自广西百色市的苗族民间艺人在展示
苗绣技艺。 喻湘泉摄 （人民视觉）

创业创新看巾帼

中国累计退耕还林还草超5亿亩

可可西里藏羚羊回迁数量稳步增长

9月5日，2019
中国航空产业大会
在江西省景德镇市
开幕。本次大会将
聚焦通航产业及航
空小镇发展、航空
发动机、航空产业
投融资与国际化等
热点问题，期间还
将进行航空产业创
新等内容展示。图
为大会现场展出的
无人机。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举行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