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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与新华社
合作共建“中国一带一路网”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新华通讯社
25 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指
导“中国一带一路网”的建设和运
维，
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
签约仪式上，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 “一带一
路”宏伟倡议 8 年来，取得显著成
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新华社签署
关于共同指导 “中国一带一路网”
建设和运维的合作协议并付诸实
施，
有利于双方集中优势资源，创新
运营模式，按照新的合作框架高效
推进网站建设，携手做好高质量建
设“一带一路”新闻宣传和信息传
播工作，共同将网站打造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
政策解读平台、
信息服务平台、国际
交流平台。
新华社社长何平说，为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讲话精神，新华社作为国家
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
积极参与、
忠实记录“一带一路”建设。相信在
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一带一路网”不断做大做强，
成为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重要国
际交流平台，
当好“一带一路”倡议

比雷埃夫斯港二 期 股 权
交割确认书交换仪式举行

中远海运完成收购
希腊港务股份

据新华社报道

北京时
间 10 月 25 日，中远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收购希腊比雷埃夫
斯港港务局第二期股权交割
确认书交换仪式以视频连线
的方式在中国北京和希腊雅
典、比雷埃夫斯港三地同步举
行。至此，中远海运集团完成
了收购比港港务局 67%的股
权。
比雷埃夫斯港是欧洲重
要的渡轮港口，也是地中海重
要的邮轮母港、汽车船中转港
和修船中心，目前港口集装箱
年 吞 吐 量 达 720 万 标 准 箱 。
2009 年，
中远海运集团开始经
营比港 2 号、
3 号集装箱码头。
2016 年 4 月 8 日，中远海运
集团和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
签署协议，以 3.685 亿欧元收
购 比 港 港 务 局 67% 的 股 权 。
2016 年 8 月 10 日，中远海运
集团与比港港务局完成第一
期 51%股权交割。中远海运集
团控股经营比港至今，已在当
地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3000 多
个，间接创造就业岗位 1 万多
个，累计为当地带来直接社会
贡献逾 14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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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者、
“一带一路”故事的讲述
者、
“一带一路” 建设的促进者，推
动各方更好地绘制精谨细腻的“工
笔画”，助力“一带一路”结出更加
丰硕的成果。
宁吉喆和新华社总编辑傅华代

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协议签署后，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新华社将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发挥各
自优势，共同指导好“中国一带一
路网”建设。作为网站的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国家信息中心将
在网站建设上全面合作、深度融合、
持续运营、
协同创新，携手加强网站
内容建设、
国际传播和咨询服务，提
高网站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助力共
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让中小企业办大事
已有 300 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沪深上市，
首发融资额超 1700 亿元

据新华社报道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近期备受关注。为破解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资本
市场相关探索从未止步。随着设立
北京证券交易所等一系列改革举
措，资本市场按下支持中小企业的
快进键。
业内人士指出，中小企业量大
面广、创新动力强劲、韧性活力突
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大有可为。
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资本市场
在提供直接融资、
引导资源配置、
促
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
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实际上，在中国资本市场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服务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一直都是重要课题。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 300
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沪深交
易所上市，首发融资额超 1700 亿
元。在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前
沿阵地——
—新三板，更是涌现出一
批优质挂牌公司，其中 783 家公司
被评为“专精特新”小巨人，38 家
公司成长为“单项冠军”企业。
同时也要看到，
相比大型公司，
中小企业虽创新能力强、机制灵活，
但往往存在业绩波动大、资产规模

小、
财务信息规范性和透明度低、治
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长期资金缺
乏和资产抵押物不足导致其获取传
统金融服务能力较弱，形成了群体
重要和个体弱势的矛盾。
多位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融资几乎是每个中小企业发展
中最难破解的问题。随着资本市场
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设立北
京证券交易所”的消息传来，越来
越多的中小企业看到了未来发展的
新机遇。
北京优炫软件的董事长梁继良
感受颇深。该企业在 2013 年新三
板运行伊始就成为挂牌企业，2016
年跻身新三板创新层，在资本市场
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见证着新一轮新
三板改革跑出“加速度”：
9 月 3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基
础制度安排公开征求意见；9 月 5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三大基本业务
规则开始征求意见；
9 月 6 日，北京
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
立；9 月 17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投
资者门槛确定；近日，陆续有 12 家
挂牌公司完成公开发行申购……
回顾企业成长历程，梁继良认
为，资本市场具有投融资双方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估值定价体系
较为完备，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
道、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等方面优势

独特。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将产
生一个服务中小企业更加高效、更
加专业化的平台。
根据证监会的改革思路，北京
证券交易所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
为基础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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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
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与新三板现
有创新层、基础层坚持统筹协调与
制度联动。
同时，北京证券交易所将充分
发挥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纽
带作用，与区域股权市场、沪深交易
所错位发展，
实现互联互通；
符合条
件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以
自愿选择向科创板、创业板转板上
市，共同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长周
期、全链条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功能。
在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形成创新创业热情高涨、合格
投资者踊跃参与、中介机构归位尽
责的良性市场生态方面，北京证券
交易所迈出了关键一步。
华创证券金融行业研究主管洪
锦屏认为，
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发展
创业投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推
动投贷联动、
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
业务，
以及完善金融支持科创企业的
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等多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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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动车史上最大订单

特斯拉市值
破万亿美元

李彦南 （新华社专特稿 ）
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 25
日拿下电动车行业史上最大
订单，其股票价格突破 1000
美元，市场价值首次迈过 1 万
亿美元大关。
特斯拉当天收到汽车租
赁巨头赫兹租车公司订购 10
万辆 MODEL 3 型电动车的
大单。赫兹公司说，这批电动
车预计 2022 年年底前全部完
成交付。
赫兹公司临时首席执行官
马克·菲尔兹接受美联社采访
时说，
特斯拉汽车正陆续到货，
有望 11 月起用于提供租赁服
务。他没有透露合同金额。
彭博社以一名不愿公开
姓名的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
道，这一合同金额高达 42 亿
美元，是电动车行业史上最大
订单，
“锁定” 特斯拉大约
10%的年产能。
菲尔兹说，电动车正逐渐
成为汽车市场主流，调查显
示，过去 5 年，消费者选购电
动车的兴趣激增。他说，赫兹
公司还计划投资建设配套充
电设施，预计到 2022 年年底
在全美建成 3000 座充电站。
拿下大单的利好消息助
推特斯拉股价飙升，当天收盘
价上涨近 13%，创 3 月 9 日以
来最大单日涨幅，升至每股
1024.86 美元，创其历史新高。
彭博社报道，上市 11 年
后，特斯拉成功跻身“万亿俱
乐部”，成为首家实现这一目
标的汽车企业。破万亿速度仅
次于社交媒体巨头美国脸书
公司，后者因过去两个月股票
遭抛售，市值现已跌至不足万
亿美元。目前，在美上市的“万
亿俱乐部” 成员还包括苹果、
微软、
字母表和亚马逊公司。
报道分析，特斯拉过去 5
个月股票持续上涨，
5 月中旬
以来涨幅累计超过 75%。助推
特斯拉股价飙升的因素包括
三季度业绩强劲、拿下赫兹租
车订购大单、Model 3 型汽车
成为上月欧洲最畅销车型等。
随着股价上涨，特斯拉创
始人、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
克个人财富急剧增加。马斯克
是特斯拉最大股东，持有大约
17%股份。彭博社亿万富豪指
数显示，马斯克以个人净资产
2520 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富，远
超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
夫·贝索斯的 1930 亿美元。
但与此同时，赫兹公司开
出的这笔大订单引发担忧。这
笔订单宣布后，美国国家运输
安全委员会发布其主席珍妮
弗·霍门迪的署名信，批评特
斯拉未遵守这一机构先前提
出的安全建议。
2016 年以来，美国国家公
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就 31 起
涉及驾驶辅助技术的撞车事
故派出特别调查小组。调查认
定，其中 25 起事故涉及特斯
拉 Autopilot 系 统 ，共 造 成
10 人死亡。国家运输安全委员
会 2017 年对特斯拉下发限制
使用 Autopilot 系统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