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条”出台，在沪外资掌门人称“解渴”
《若干意见》针对跨国公司难点痛点，实现资金“四个打通”

探索允许境外专业人才在自贸试
验区参与我国相关职业资格考试，并
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执业； 在国内律
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
顾问的试点中， 适当降低外籍律师相
关资质要求； 试点设立招收长三角外
籍人士子女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等

放宽准入
进一步放宽外商在沪设立投资性

公司的申请条件， 降低对外国投资者
资产总额的要求， 取消对外国投资者
已设立企业的数量要求； 探索允许设
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 探索允许
外商独资旅行社试点经营中国公民出
境旅游业务（赴台除外）

开放金融
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主体资格

范围， 扩大至境内外机构在本市发起
设立的投资管理机构； 大力发展绿色
信贷， 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
色信贷业绩评价； 支持设立人民币跨
境贸易融资和再融资服务体系， 为跨
境贸易提供人民币融资服务

集聚人才

■本报记者 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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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34-35℃，最低 27?

风向：西北 风力：3-4级
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高 33?，最低 27?

风向：西北 风力：3-4级

机遇大于挑战 时与势仍在我
人民日报署名国纪平文章《中国有足够信心底气战胜任何困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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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了不少路， 这是
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书
展之一。”创办于 2004 年的
上海书展，今年 16岁了。城
市日新月异，书展上的面孔
也在变化，不变的是“我爱
读书，我爱生活”的主题。今
天起，“花季”书展再度与读
者相约上海展览中心主会
场和遍布全市的百余个分
会场。今年书展主会场汇集
全国 500多家出版社、16万
余种精品图书，活动总场次
超过 1200 场， 借助连锁品
牌实体书店布点，上海书展
分会场还首次走出上海。

有人说，“上海书展”的
概 念 在 不 断 扩 张 和 延
伸———不仅表现在空间上，

也表现在时间上，更表现在
精神和气质中。 书展一周，

书香全年。从推动文化发展
到打响文化品牌，上海书展
以首发新书机制和不断加
强阅读推广的方式，激活上
海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三大核心活力，提升
“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让
阅读成为这座城市宁静致
远的力量，让围绕“书”展开
的“大出版产业”成为文化
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为
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创意母本，为上海建设
文化大都市提供强有力的
内容支撑。

文化品位是上海书展
的灵魂，多年来，上海书展
一直将首发新书与阅读活
动作为并列主角，致力于为
“品质”搭台。今年，引入上
海和全国出版社的首发新
书 500种，推出新书首发和
签售活动 200场。

2008年，上海书展首设
“主宾省”模式，展现各省市
在出版文化领域取得的最新
成果。同一年，上海书展又首
次打出“上海首发、全国畅
销”概念，意在通过上海书展
的品牌优势和上海的市场优
势， 吸引全国新书到上海首
发，再从上海推向全国市场，

逐步将上海构筑成全国出版
业的高地和新书、 重点书的
聚集地。 下转荩6版

■不畏浮云遮望眼， 风物
长宜放眼量。研判中国经济，要
用辩证思维、长远眼光。经济运
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是发展中
的问题，前进中的调整，并没有
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
势。机遇大于挑战，时与势仍然
在我

■翻开中国经济的成绩
单，放眼高质量发展新前景，中
国经济呈现的坚实支撑、 巨大
韧性振奋人心。在事实面前，任
何片面夸大中国经济数据短期
波动，唱衰中国经济、放大中国
经济风险的不和谐声音， 都是
苍白无力的

■中国逆势向好， 成为世界
经济“压舱石”和动力源。英国路
透社报道赞叹：“令人鼓舞的中
国上半年经济数据，缓解了市场
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英国
《金融时报》 评论认为：“中国仍
然是全球最大的增长来源”

刊 3版荩

■今天开幕的书
展汇集全国 500 多家
出版社， 活动总场次
超过 1200场

上海展览中心布展就位，迎接 2019 上海书展开
幕。 本报记者 蒋迪雯 实习生 杨煜珅 摄

“长大”的书展
理想的阅读 刊 6版荩

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 进一步提升服务业自由度便利度

服务业扩大开放 上海推40项举措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进一步放宽
外商在沪设立投资性公司的申请条件；探
索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探
索允许外商独资旅行社试点经营中国公
民出境旅游业务（赴台除外）；争取允许
外商投资人体干细胞、 基因诊断与治疗
技术……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
干货满满。 昨天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举行，

介绍了最新出台的《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
扩大开放若干措施》。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而服务业开
放更是重中之重。今年上半年，上海市第
三产业增加值 11673亿元，增长 9.1%。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1.2%。在当前全球贸易持续低迷，贸易保

护主义思潮不断抬头的形势下，实施新一轮
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有助于进一步消除
本市服务业发展一些障碍，进一步融入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进一步扩大货物贸易和服

务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进而提升国际
贸易竞争力，巩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
能。与此同时，《若干措施》在提升服务业自
由度的同时，提出一系列提升服务业便利度

的开放措施，有助于打造法治化、全球化、便
利化营商环境，提高本市吸引外资的质量和
水平，持续吸引一流人才、高端项目、优秀企
业，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转荩2版

加快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集聚上海、拓展功能和提升能级

促总部经济发展 上海出30条政策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近期，在深入

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上海市政
府出台了《本市促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
展的若干意见 》 （以下简称 “《若干意
见》”），此举旨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商投资法》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
长的系列文件要求，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快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集聚上海、

拓展功能和提升能级，积极参与上海“五
个中心”建设。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通气会
介绍相关情况。

本次发布的《若干意见》聚焦提升地
区总部能级、促进总部功能发挥，共提出
30条政策措施。 下转荩2版

将地区总部母公司总资产要求放
宽至 2亿美元，将总部型机构母公司
总资产要求放宽至 1亿美元；取消母
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和管理企业数量
要求；取消地区总部须为独资企业的
限制

便利地区总部境内外资金运营管
理， 在跨境资金池业务下开展全币种
跨境收付， 降低跨境资金池业务的限
制要求； 在提高贸易和物流便利度方
面, 对地区总部中的连锁企业试点实
施全市“一照多址”

增加鼓励发展国际教育和涉外医
疗的政策措施， 便利总部高管人员聘
雇的外籍家政服务人员进出境， 加大
对总部企业的服务力度， 打造有利于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

为上海河湖建“家底”，守护长治久清
市水务局有一位“河湖管家”马维忠：珍视每一条河道，了解每一片水面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窗口，配有英语翻译的服务标语张贴在醒目位置。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优化认定 提高便利 配套保障

刊 2版荩

■上海到底有多少条河？《2018 年上海市河道
（湖泊）报告》给出答案，上海共有 48188条（个）河湖
和 52828个小微水体。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却凝结
着马维忠和成百上千名“河湖管家”夜以继日的汗水

■不讲情面，只看成效，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

马维忠和同事们顶住压力，建立了通报曝光机制，共
通报曝光河道 8条、河长 21名（含 3名区级河长），
被曝光的河道目前均已整改，水质达标 刊 2版荩

灵魂 致力于
为品质搭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