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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我国吸收外资增长19.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时代答卷

一江碧水奔流 一派新貌展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谱写新篇章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 省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
据全国“半壁江山”，
生态地位突出，
发展潜力巨大。
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2016 年以来，他先后来到长江上游、中游、下
游，三次召开座谈会，从“推动”到“深入推动”，再到“全面
推动”，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定向。
日月其迈，
时盛岁新。沿江省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奋力推进生态环境整治，
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行稳致远。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
南通市，万里长江在江苏奔流入海的最后一道生态屏
障。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山地区滨江
片区考察调研。
“ 过去脏乱差的地方变成现在公园的绿化
带，说明我们只要下决心，就一定能落实好长江经济带发
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
”
习近平总书记说。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长江上游第一大江心岛广阳岛，绿意葱茏，鸳鸯嬉戏，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多年前，这里曾规划超过
300 万平方米的房地产，
山坡被削平，
植被遭破坏。
护山、理水、营林、疏田、清湖、丰草，重庆下决心守护
长江上这一抹绿，全面修复广阳岛生态。
“岛上植物已恢复
到接近 500 种，植被覆盖率超过 90%，记录到鸟类 191 种，去
年不少候鸟前来越冬。”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王岳说。
曾经，污水入河入江、码头砂石堆积、化工企业围江，
长江水质持续恶化、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系统敲响警钟。
“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做了几十年渔民的
武汉人王明武有切身感受。由于长期过度捕捞和水质污
染，
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到了最差的“无鱼”
等级。
2018 年 4 月 26 日，武汉。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召开。
“长江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习近平总书记为新形势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指路定
向、擘画蓝图。
今年 1 月 1 日零时，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10 年禁渔全面
启动。
渔民上了岸，
长江旗舰物种长江江豚正在“回家”。
“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关系 30 多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
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的。”2020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调研时强调。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生
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
性出发，
追根溯源、系统治疗。
一场场生态保护攻坚战，
在沿江省市接连打响——
三峡坝区秭归港码头，
“绿色岸电”让这里告别柴油机
轰鸣、泊船油烟四散的景象；九江沿长江岸线，近年关停矿
山 340 多家，临江 1 公里范围内小化工企业全部关停退出；
岳阳临湘市江南镇长江村，万亩沙洲恢复为天然湿地，发
展生态旅游产业；南京浦口“十里造船带”，蝶变滨江生态
风光带……
一系列制度设计，
构筑协同共抓大保护良性格局——
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实现断面水质统一监测、统
一发布、按月评价、按季预警；相关省份加快建立省际和省
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上中下游分别建立区域性协商合作
机制；
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
依法治江进入新阶段……
5 年多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聚焦疫情防控
河北新增2例无症状感染者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20日电

内蒙古二连浩特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20日电

（记者 魏婧宇）记者
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19 日 10 时至 20 日 7 时，
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3 例（在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
目前，
3 人已转运至二连浩特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甘肃新增4例本土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兰州10月20日电

（记者 李杰 马莎）甘肃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20日通报，
10 月 19 日 16 时至 20 日 16 时，
甘
肃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 例。截至发稿时，据甘
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消息，目前甘肃本土确诊病例增至 9
人，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 1 人。

新华社首尔10月20日电

这是3月2日拍摄的重庆广阳岛（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中华民族母亲河生机盎然。
如今，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县城集中式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长江干流沿线码头实现船舶垃
圾设施全覆盖；沿江一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基本
淘 汰 …… 今 年 上 半 年 ，长 江 经 济 带 优 良 水 质 比 例 为
88.2%，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6.5 个
百分点。

循环战略通道，
探索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江海联动，
陆海呼应；
纲举目张，
经脉循行。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明确自我发展
定位，
探索有利于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
”
2020年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

“坚持新发展理念”
“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新形势下
金秋的重庆果园港，塔吊林立，货轮穿梭，铁轨交错，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车流滚滚。
发展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要求和部署，始终凸显着“高质量发
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果园港区的建设者、管
展”
这一根本要求。
理者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
大江奔流，巨龙起舞。长江经济带省市推动高质量发展
务，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好， 的实践精彩纷呈。
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服务好。
深耕新“赛道”，江西南昌的 VR 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
“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
强，
一批行业头部企业落子布局；
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
畅 、经 济 更 协 调 、市 场 更 统 一 、机 制 更 科 学 的 黄 金 经 济
阳岛、江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动绿色发展示范；
浙江丽水、
带”。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勾画了蓝图、指明
江西抚州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生态优
了方向。
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今年 8 月 1 日，
武汉阳逻国际港水铁联运二期项目开港
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
运营，水运与铁路运输在此实现无缝对接，未来可形成年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 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
100 万标箱吞吐量、50 万标箱水铁联运量，成为长江最大水
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
铁联运基地，进一步打通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经武汉至欧
军”
成为长江经济带新的历史使命。
洲的国际物流贸易新通道。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
三峡升船机自 2016 年 9 月试通航 5 年间，安全稳定运
代化……生机勃勃的长江经济带，
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
行 2.2 万余厢次，通过船舶 1.46 万余艘次，运送货物 681.86
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今年上半年，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区生
万余吨、旅客 46.72 万余人次，客运量、货运量、通过船舶艘
产总值24.88万亿元，
同比上升14%，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6.9%。
次数呈稳步上升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
越三峡，过江陵，纳百川。千年“黄金水道”，激荡澎
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
”
“我们要清醒看到，
当前取得的成效
湃，有效连接起沿江省市和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资
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
尚未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
金流，
汇入世界经济大潮。
长江源远流长，发展任重道远。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
在长江入海口北翼，通州湾 20 万吨级深水大港呼之欲
乡，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
出，
将成为继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之后我国又一江海联
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定能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
运新通道。
“十四五”
期间，
江苏将加快建设水陆空立体式双
惠泽人民。

（记者 杜白羽 陆睿）据韩国方
面通报，当地时间 20 日 14 时 24 分，日本海上保安厅通报韩
方，一艘 72 吨级韩国渔船在独岛（日本称竹岛）东北方向 168
公里海域倾覆，船上 9 名船员落水失踪，其中 4 名船员为中国
公民。
据悉，
失踪船员还包括 3 名韩国船员和 2 名印度尼西亚船
员。韩国海警、海军舰艇正前往事发海域施救。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请韩
方务必全力施救，随时沟通搜救最新进展情况，并尽快提供
相关中国船员个人信息。
另据中国驻韩国光州总领馆 20 日证实，一艘中国渔船当
天在韩国西南部全罗北道群山市附近海域沉没，
4 名中国公民
死亡，
2 人失踪，
9 人获救。中国驻韩国光州总领馆总领事张承
刚对新华社记者说，
总领馆第一时间获悉后，
立即启动应急机
制，
向韩方了解搜救最新进展情况。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央行行长易纲谈恒大集团问题
有信心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

近期恒大集团问题引发市场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近日表示，
恒大集团的风险是个案风险，
总体上对金融行业
的外溢性可控。要充分尊重并保护债权人和产权人的合法权
益，
尤其要保护好已购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近日，易纲在 2021 年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介绍，恒
大集团负债约 3000 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金融负债，债
权人分散，还有抵押物，总体上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可控。
应对恒大集团问题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充
分尊重并保护债权人和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保护好
已购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坚持法治化的原则，确保所
有债权人和利益相关方的正当合法权益得到公平对待。总
体而言，有信心能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避免发生系统性
风险。

据新华社电

朝鲜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集“高炮贷”
“连环套”
“软暴
力讨债”于一身的新型特大网络借贷诈骗案，涉案金额达
6.3 亿元，
全国已查证的受害者超过 1 万人。

查，
发现
“爱疯”
“爱吧”
等 20 多个网络贷款 App 平台，
以为被害
人
“办理短期无抵押贷款”
为诱饵，
采用收取高额服务费、
“软暴
力”
讨债以及
“借新还旧”
等手段，
逐步侵吞被害人财产。
不久，一个由平台开发、贷款运营、支付结算三方组成的
全链条网络借贷诈骗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今年 5 月，上海奉贤警方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内有群众
警方进一步查明，该犯罪团伙全部在网上实施远程作
在办理所谓
“低息无抵押”
网贷后陷入高息陷阱，
债台高筑。
案。江苏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犯罪嫌疑人顾某负责 23
据悉，今年 2 月，家住上海的汪女士收到一个陌生 QQ
个非法借贷 App 开发，并联系第四方支付平台将违法所得“洗
号请求添加好友。对方推送“是否有资金需求？不要求征
白”；负责运营的犯罪嫌疑人郑某、杨某等人，先以线上办理
信，
放款快”
的广告，
引起了汪女士的兴趣。
“短期无抵押贷款”为诱饵物色贷款人，然后收取高额“服务
在犯罪团伙的指引下，汪女士下载了一款名为“大南
费”
放贷。
瓜”的 App，在上传身份证照片、联系方式等资料后获得借
一旦被害人无法如约偿还，犯罪团伙便通过“借新还旧”
款 2000 元；
但扣除“服务费”后，实际收到的只有 1400 元，七
及引导收取展期费等手段，
进一步垒高被害人债务，
并通过各
天后仍需归还 2000 元。
种“软暴力”索债，迫使被害人“借新还旧”。他们常用的催收
手段是半夜电话骚扰、使用“呼死你”软件进行 24 小时手机
此后，汪女士又陆续在该平台借贷了几笔款项。随着
“轰炸”
、向女性被害人恐吓发送 PS 的裸照等。
App 内的借贷额度提升到上万元，高额“服务费”和极短的
还款期令汪女士一下捉襟见肘。该团伙还向汪女士收取
“被害人实际拿到的钱款仅为申请款额的六七成，
却被要
逾期后每天 20%的展期费。
求短期内全额还款。当还款逾期时，还会被收取每天 20%的
就在汪女士一筹莫展时，她的微信、QQ 上不断出现陌
展期费。实际借贷年利率折算后至少达 1500%。”奉贤分局刑
生人添加好友，向其推荐“爱吧”
“爱疯”等十余个借贷 App， 侦支队民警郭宇说。
引导其“借新还旧”。
自 2020 年 4 月起，至案发前，该案涉案金额已达 6.3 亿元。
今年 2 月至 5 月，从第一笔 2000 元开始，汪女士借款超
专案组现已查证到全国各地被害人1万余名，
借款超15万笔。
过 130 笔，
累计还款 147 万元，
实际进账只有 60 多万元。
当汪女士无力还债后，她本人和亲戚、同事、朋友不断
收到骚扰电话，甚至在清明节收到“讣告”和恐吓信息。不
查明整个犯罪网络后，上海警方专案组兵分五路实施抓
堪其扰的她最终将房子卖掉偿还债务。
捕。7 月 22 日上午，专案组在各地警方配合下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一举抓获团伙成员 86 人，当场查获作案手机 200 余部、
电脑 60 余台、车辆 10 余部。由该团伙开发的 23 个网贷 App
接到报案后，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刑侦支队展开调
平台均被关闭。

网贷成“连环套”，借2000元靠卖房还债

86人诈骗团伙覆灭，23个网贷App平台被关

宁夏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
（记者 艾福梅 任玮）记者20日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吴忠两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获悉，
两地总共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患者均已被转运至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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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启动应急机制

上海网贷“连环套”诈骗案受害超万人

（记者 李继伟）记者 20
日从河北省邢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当
日邢台新增 2 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 2 人病情平稳。
邢台市疾控中心主任任卫红说，邢台市新增的 2 例无
症状感染者为夫妇，
经流行病学调查，
初步判断与北京丰台
区确诊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样本已送河北省疾控中心进
行病毒基因测序，
溯源工作还在进行中。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韩国渔船倾覆 4名中国船员失踪

集
“高炮贷”
“连环套”
“软暴力讨债”
于一身

初步判断与北京丰台区确诊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

据新华社银川10月20日电

（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 20 日
发布前三季度我国吸收外资数据，1 至 9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 8595.1 亿元，
同比增长 19.6%，
引资结构持续优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853.2亿元，
同比增长22.5%。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
29.1%，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3.4%，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5.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说，
考虑
到去年同期高基数以及当前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
前三季
度吸收外资增速相比上半年呈现回落，
但总体看，
吸收外资依
然保持较高增速，
凸显我国仍是全球最佳投资目的地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外资流向持续优化，
突出表现为高技
术产业吸收外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往来增长较快，
以及中部地区吸收外资较快增长等。
根据商务部数据，
从来源地看，
前三季度“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1.9%和 31.4%。从区域
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19.8%、29%和 4.1%。
尽管外资“涨势”
依然向好，
但全球疫情形势复杂严峻，
跨
国公司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商务人员往来不便，
特别是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等，
给我国吸收外资带来一定挑战和压力。

年利率超1500%，上万人“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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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朝中社10月20日提供的拼版照片显示的是朝鲜国防
科学院19日进行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试射现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平壤10月20日电（记者 江亚平）据朝中社 20
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 19 日成功试射一枚新型潜射弹道
导弹。
朝鲜国防科学院说，该枚导弹采用侧面机动及滑翔跳跃
机动等许多升级的制导技术，将为提升国防技术和改进海军
水下作战能力作出重大贡献。
另据韩媒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日说，
当天上午10时17
分许，
韩国军队捕捉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1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朝
鲜此次导弹试射，认为这凸显开展外交与对话的迫切需要。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9日电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埃
斯皮诺萨 19 日说，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
埃斯皮诺萨在一份声明中说，马约卡斯当天上午进行新
冠病毒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马约卡斯已完全接种新冠疫
苗，
目前仅有轻微症状，
将按照美国疾控中心指南和医生建议
进行隔离和居家工作。
马约卡斯现年 61 岁，
是古巴裔美国人，
于今年 2 月就任美
国国土安全部长，
是美国首位移民出身的国土安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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