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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日晚在 2021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
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服
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
经 贸 合 作 的 重 要 领
域，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坚持开放合作、互利
共赢，共享服务贸易
发展机遇，共促世界
经济复苏和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
国将提高开放水平，
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扩大合作空间，加大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支

持，同世界共享中国
技术发展成果；加强
服务领域规则建设，
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
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
定 规 则 对 接 先 行 先
试，打造数字贸易示
范区；继续支持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深化
新三板改革，设立北
京证券交易所，打造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主阵地。

习近平指出，让
我们携手抗疫、共克
时艰，坚持用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金
钥匙”，破解当前世界
经济、国际贸易和投
资面临的问题，共创
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1 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 9月 2
日至 7日在北京举行，
主题为“数字开启未
来，服务促进发展”。

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
视频致辞。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9月
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菌草援外
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
作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菌草技术是“以
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
术，实现了光、热、水三大农业资
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菌
物三物循环生产，经济、社会、环
境三大效益结合，有利于生态、粮

食、能源安全。我长期关心菌草
技术国际合作，2001 年中国首个
援外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建成落地，至今这一技
术已推广至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合作紧扣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可
再生资源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
发展目标，为促进当地发展和人
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发
展中国家普遍欢迎。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有关各
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
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

菌草援外 20周年暨助力可持
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当日在北京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由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福建省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菌草援外20周年
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将出席俄罗斯

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
全会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2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9月 3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出席俄罗斯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
致辞。

习近平主席2日在2021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
贸易峰会致辞中宣布，继续支持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
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意味
着以服务中小企业为己任的新三
板将站上改革新起点，中国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又迈出关键一步。

理解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的部署，要放在深化新三板改革
的大逻辑之下。近年来，新三板
的改革发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证监会介
绍，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以现有
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
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
并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
北京证券交易所仍是新三板的
一部分，与创新层、基础层一起
组成“升级版”新三板。

作为深化新三板改革的重
要举措，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必
然会全面提升新三板服务中小
企业的能力。据介绍，北京证券
交易所将牢牢坚持服务创新型
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尊重创新
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律和成长阶

段，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准性。
这不仅意味着新三板精选层法
律地位的提升，更将有效提升市
场效率、激活市场活力，引导资
源更多关注优质中小企业，提高
品牌效应和吸引力，引领中小企
业群体更好发展。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形成
北京证券交易所与沪深交易所、
区域性股权市场错位发展和互
联互通的格局，中国资本市场的
多层次市场结构将进一步完善，
中国资本市场将更有活力和韧
性。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将由创新层公司产生，维持新三
板基础层、创新层与北京证券交
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
从制度设计出发，北京证券交易
所未来的市场运行、投资者结
构、主要基础制度安排等都有着
显著的中小企业特色，与沪深交
易所差异明显。

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的稳步
推进，新三板将形成一个服务中
小企业更加专业化的平台，让越
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得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助
力，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新三板改革站上新起点

新华社北京 9月 2日电
（记者徐壮）中国红十字会 2
日公布了第 48届南丁格尔奖
的中国获奖人员。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成
守珍、江西省南昌市第九医
院主任护师胡敏华、甘肃省
庆阳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护士长脱亚莉获得这一荣

誉。3 名获奖者都有援鄂抗
疫经历。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王平在 2 日举行的第
48届南丁格尔奖获奖情况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是本
届南丁格尔奖获奖人数最多
的国家，也是唯一有 3人获奖
的国家。

南丁格尔奖是授予各国
优秀护理工作者的国际荣誉，
用以表彰他们平时或战时的
卓越成就和献身精神。南丁
格尔奖章每两年颁发一次，每
次不超过 50枚。自 1983年我
国开始参加南丁格尔奖评选
活动以来，已有 83 名中国护
理工作者获得这一奖项。

3名中国护理工作者
获得第48届南丁格尔奖

新华社上海9月2日电
（记者周蕊）总部位于上海的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2日正
式宣布将迎来 3个新的成员
国——阿联酋、乌拉圭和孟
加拉国。扩大的“朋友圈”，
彰显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
磁力和银行逐步提升的全球
影响力。

2020 年下半年，新开发
银行理事会授权银行与意向
成员国开展正式谈判。相关
谈判顺利推进，新开发银行
批准吸收阿联酋、乌拉圭和
孟加拉国为首批新成员。

“我们非常欢迎阿联
酋、乌拉圭和孟加拉国加入
新开发银行大家庭。新开
发银行将成为成员国在基
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促进合作的平台。”新开发
银行行长马可说，银行将继
续有序、平衡地推进吸收新
成员工作。

据悉，获得银行批准
后，新成员国还需完成本国
国内的相关程序，在向新开
发银行交存加入书后，即正
式成为新成员。

自启动运营以来，新开

发银行累计批准了成员国
约 80 个项目，贷款总额达
300亿美元。项目覆盖交通
运输、水资源与卫生、清洁
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社会
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等领
域。

新开发银行由巴西、俄
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共同
成立，旨在为金砖国家等新
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
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调
动资源，补充多边和区域金
融机构为全球增长和发展所
做的努力。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首扩“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