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迈向全面开放，实现合作共赢 

隆国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从高速

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呈现出很多新特点。面对经济全球化深刻变化带来的新

机遇与新挑战，一些国家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投资政

策转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自主推进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与国际社会实现合

作共赢。 

一、 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呈现出很多新特

点： 

第一， 经济全球化推进速度明显下降。跨境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发展，是

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的重要表现。1998-2007 年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

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10.9%和 10.8%。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的爆发是一个分水岭，此后，跨境贸易明显减速，2008-2017 年间，全球

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分别降到 1.0%和 3.2%。货物贸易出口

占全球 GDP 的比重在 2008 年达到 25.4%的峰值后，降到 2017 年的 22%。服

务贸易出口占全球 GDP 的比重在 2008年达到 6.32%，近十年在波动中维持，



2017 年为 6.65%。跨境直接投资从 1998 年的 6907 亿美元快速增加到 2007

年的 18938 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11.9%，2017 年为 14298 亿美元，

2008-2017十年平均增速为-0.42%。 

第二，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与格局发生变化。从全球化的内容变化看，服

务贸易在全球化的地位有所上升。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货物贸易与服务

贸易速度都明显下降，但货物贸易增速下降更大，服务贸易平均增速达到了

货物贸易平均增速的 3.2 倍，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应上升，占比

从 2008年的 19.9%上升到 2017年的 23.2%。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变化看，发

展中国家的地位明显上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政策，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生产价值链之中，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

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流

入额的比重从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变得与发达国家几乎接近，个别年份甚至

超过了发达国家。 

第三， 经济全球化的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由理念、

规则和机构组成的一套复杂的国际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从理

念层面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受到公平贸易理念的挑战。

从规则层面看，新的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从

治理平台看，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多哈回合迟迟未果，但区域一体化组

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且取代多边组织成为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平

台，WTO 这个多边组织的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调整具有深刻复杂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进入调整期，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 全球金融危机后遗症。回顾历史，1929-1933 年的大萧条打断了

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才重新启

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化同样带来严重冲击，一些重要的金融

机构破产，大多数经济体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失业增加，需求不

足、产能过剩，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利润下降，很多国家出台了各

种各样的贸易救济措施甚至保护主义措施，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增

长。 

第二， 全球化的副作用积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贸易投

资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给不同国家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前期经济

全球化高歌猛进，积累的副作用在一些国家逼近了临界值，需要对全球化进

程的节奏进行调整。一些国家面临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空洞化、金融风险跨

国传染等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被过度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

矫枉过正的反应，不少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社会舆论出现了分化，对

经济全球化的质疑明显上升，一些国家的选民用选票影响政府的政策。比如，

英国公投脱欧，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受挫。为迎合国内选民，美国特朗普政

府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置多边规则于不顾，单边采取了大量贸易投资保

护政策，对中国等多国产品加征关税，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安全审查。 

第三， 国际格局变化与大国博弈。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贸版图中重要性

持续提升，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0%，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 40%。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

性话语权要求相应上升，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中

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经济全球化进

程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在区域和多边层面，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出于地缘

政治考虑，推动制定一些针对中国的规则，试图孤立或边缘化中国，这将影

响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三）国际环境变化给中国开放带来新机遇新挑战 

世界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调整，给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对中国而言，新的国际环境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一是全球

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外需不足，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长；二是贸易投资保护主

义抬头。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从贸易、科技、投资等多个

领域围堵中国，美国单边挑起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华贸易战，对中国输美产品

大幅加征关税，滥用国家安全加大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限制，不仅直接冲击

双边贸易投资活动，而且威胁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安全高效运行，对投资者的

预期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三是中国出口产品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出口国，竞争力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服务，随着劳

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优势弱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

口导向发展战略，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日益加剧。四是全球经

济治理面临挑战，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稳定运行。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未果，数

字贸易等新的经贸活动缺乏国际规则，WTO 难以正常运转。个别贸易大国以

本国利益优先，采取单边主义措施，直接挑战多边规则。WTO 改革提上日程，



但各方意见分歧巨大，个别国家提出改革的倡议剑指中国。 

尽管如此，国际环境中仍然存在着有利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

机遇的内涵与以往不同。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

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技术革命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品、

新服务与新商业模式，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新技术革命还将促进传

统产业的改革提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二是投资者普遍看好中

国发展的广阔前景。按照多个国际组织、咨询机构和商会所公布的企业调查

结果，众多跨国公司一直把中国作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在全球

跨境投资大幅回落的背景下，来华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来华投资项

目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现代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制造业项目的技术含量越

来越高，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越来越多，截止 2019年 1月底，仅上海一地就

累计吸引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74 家。三是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外的各类人

才加速向中国汇聚，例如，当年回国留学生人数从 2004 年的 2 万多增加到

2017年 40多万人。 

二、中国大力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是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动力，过去的成功经验进一

步坚定了中国在新时代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信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中国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引导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与此同时，

中国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推出一系列重大的对外开放新举措，着力改

善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大力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深化跨境投资体制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深化跨境投资体制改革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为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跨境投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

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路。自 2013年批

复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至今，中国分四批建立了 12 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并且提出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构想。自贸试验区对接高

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主线，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

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大胆探索，形成一大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有力

推动了营商环境改善。 

二是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新体制，自主推进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从 2013年版的 190 条，减少

至 2018年的 45条；2018年出台全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限制性措施进一步减至 48条。近两年，国务院密集制定出台扩大利用外资的

新政策，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投资促进与保护等多个方面出台了多项举

措，在金融、汽车等领域主动宣布一系列扩大开放政策，超出了市场主体预

期，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高度评价。 

三是持之以恒地改善营商环境。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提升，外

国投资者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要求更广、期待更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



求，中国将“着力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作为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结合“放、管、服”改革，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到

实现内资企业平等竞争，从减费降税到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不同地区开展

了广泛深入的改革创新，中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

商环境排名中，中国从 2013 年的第 96 位快速上升至 2016 年第 84 名、2017

年第 78名，2018年最新排名上升 32位至第 46名，取得跨越式提升。 

中国跨境投资大国的地位更加稳固。在全球跨境投资大幅回落的背景下，

中国成为全球跨境投资的一道亮丽风景。2017 年全球跨境投资总量下降 23%，

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 1.9%，达 1363.2 亿美元，居于全球第二位。2018 年

上半年全球跨境投资下降 41%，中国吸收外资 683.2亿美元，同比增长 4.1%，

居世界第一位。外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吸收外资占从 2013年的 53.2%

提升至 2017年的 73.6%。外商投资的技术含量、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来源：UNCTAD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的大国地位日益突显。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为 1582.9 亿美元，是 2012 年的 1.8 倍，连续五年位居对外投资额

世界前 3名。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到 1.81万亿美元，是 2012 年的 3.4

倍，位居全球第 2 名，比 2012 年上升了 11 名。国际产能合作在中国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中的地位迅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吸引中

国投资作为其推进工业化的重要助力。 

（二）以建设贸易强国为目标，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也是全球

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出口国。当前，中国处于比较优势的转换期，传统劳动密

集型出口产品与服务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针对中国对

外贸易的新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多方施策，大力推进国际市场布局、

国内区域布局、商品结构、经营主体和贸易方式的“五个优化”，加快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贸易平台、国际营销网络"三项建设"，培育参与国际合作竞

争新优势，建设国际贸易强国。 

一是增强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国际市场份额。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外

需低迷和中国传统竞争优势面临挑战的新形势，中国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的政

策举措，提高通关效率，降低外贸企业成本，改善贸易融资条件，推动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增强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中国货

物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从 2012年的 11.2%升至 2017年的 12.8%。 

二是积极开拓新市场，推进市场多元化。中国出口市场长期以发达经济

体市场为主，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一带一



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为引领，鼓励与支持企业开拓新

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占全部出口比重明显提高，已经接近一半。 

三是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提升优化外贸结构。中国出台多项举措，培育

与增强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展与深化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结构优化升级。服务贸易特别是新

兴服务占全部外贸的比重持续提升。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17年机电

产品出口 1.32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58.38%，比 2012年高 0.81 个百分点。

2017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 29.49%，比 2012年高 0.15个百分点。民营

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由 2012年的 37.6%提高到 2017年的 46.6%，提高 9个百

分点，超过外资企业成为出口的主力军。外贸企业创新能力、品牌建设、营

销能力不断增强，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营销渠道以及高技术、

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出口增速高于传统商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

贸易等新业态快速增长，成为新的增长点。 

四是扩大市场开放，彰显中国机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

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主动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让世界分享中国发

展机遇。中国主动把平均关税水平从 9.8%降到 7.5%，与有的国家单边提高关

税形成鲜明对比，高规格举办有史以来首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减单证、

优流程、提时效、降成本为发力点，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2018年进出

口通关时间比上年减少一半以上。大力扩大服务贸易商业存在模式市场准入。

货物与服务进口明显增加，在更好满足国内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需求的同时，

也让世界更好地分享了中国市场机遇，用实际行动有力地反击了贸易保护主

义，越来越多国家将中国作为其最大出口市场。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进入加速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大力倡导并主动践行开放

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方向演进。中国在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正在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者、接

受者转变为倡议者、贡献者，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

重视。 

第一， 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经贸体系改革完善。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新

协定谈判，推动达成并接受《贸易便利化协定》。加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

为 WTO 改革完善提出方案，贡献智慧。成功主办 2014年 APEC 领导人会议、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2017 年第 9 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2018 年第七届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充分发挥东道国作用，推动形成多项制度性成果，

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制度性影响力。2018年增

资之后，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份额达到 5.71%，提升了 1.26 个百分点，

是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人民币 2016年 10月 1日加入 SDR(特别提款权)，

所占权重位列第三，为 10.92%。2014 年 7 月 15 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

式成立并将总部设立于上海。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设

于北京，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法定资本 1000 亿美元。 



第三， 倡导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目标宏大、内容丰富、覆盖国家与人口众多，是迄

今为止最大的区域合作倡议。五年来，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引领，在基础

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与园区建设、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民心相

通等广泛领域，均取得超预期成果，为合作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丝

路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截至 2018

年 9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 105个国家和 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49

份政府间合作文件。 

第四， 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安排。自由贸易区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治理重

要平台，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区安排，将其作为制定经贸新规则、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和加强国际战略合作的重要机制。中国已与 25 个国家和地

区达成了 18个自贸协定，其中，2013年以来，达成 8份自贸协定，2份自贸

升级协定。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中日韩、中国与海合会等多个自贸安排的谈判，还在与巴基斯坦、新西兰、

韩国等国开展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总之，过去的五年，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条件，中国坚定不移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维护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也有力地促进了改革

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面小康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

础。 

三、扩大开放的中国给世界带来新机遇 



中国认为，国际经济合作不是你多我少的零和游戏，完全可以实现互利

共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也愿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致

力于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第一， 中国将为经贸伙伴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一是庞大经济规模

为经贸伙伴提供巨大的进口需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 年中国 GDP

达到 90 万亿元（约合 13.6 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6.6%。2018 年中国 GDP

比上年增加了 1.3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增量的比重约 30%。中国未来将保

持 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货物贸

易进口国，近年来中国主动下调进口关税，大幅提高进口通关速度，降低进

口成本，为贸易伙伴分享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2018年中国进口 21359

亿美元，增长 15.8%，比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速度高近 4 倍。2019 年《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指出，要“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未来 5 年，预计

中国累计进口将超过 12万亿美元。 

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2018 年中国服务进口 5250 亿美

元，增长 12.3%。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中产家庭，随着百姓消费结构升

级，对优质服务的需求将明显快于 GDP 平均增速，这为世界各国扩大对华服

务出口提供新机遇。 

第二， 中国将为经贸伙伴提供巨大投资机遇。中国是吸收外资大国，随

着中国经济结构升级与规模扩张，中国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为

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机遇。一是中国为外国投资者投资兴业提供新条件。

以往来华外国投资者主要看中低成本的劳动。未来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具备

新优势:中国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套能力完备，人力资源优势逐渐显现，每



年毕业大学生 870 万人，理工科毕业生数量高居世界榜首，受过高等教育的

劳动力总数超过 1.3 亿。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兴业，无论是开展现代服务业

还是从事先进制造业，都可以分享中国发展产业的新优势。 

二是中国将不断扩大外商投资准入。在已经大幅扩大外商准入的基础上，

中国还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

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中国政府将着

力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完善债券市场开放政策。 

三是中国将进一步建设内外资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中国将加快与国际

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可预见性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

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019 年 3月全国人大审议《外商投资

法》，第九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

策”。第十五条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强化标准制定的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平等适用于外

商投资企业。”第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政府采购依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平

等对待。” 

四是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经建

立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力度不断提高。2013年，中国修订

了《商标法》，增加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法定赔偿限额从 50万元提高至 300

万元，保护力度大幅度提高。2017 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完善

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断加强。自 2009年设

立珠海知识产权法庭以来，截至 2018年 7 月，中国共设立了天津、南京、苏



州、武汉、西安等 16 个知识产权法庭，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水平。

与多数国家主要实施司法保护不同，中国实施对知识产权实行司法与行政双

重保护制度。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仅可以寻求司法保护，还可以寻求行政保护。

2018年，中国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专利执法由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队伍承担，执法力量得到整合与加强，行政执法力度持续加强。 

另外，《外商投资法》规定，“外商投资过程中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

各方遵循公平原则平等协商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

强制转让技术。” 

第三，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各国提供合作新机遇。“一带一

路”倡议源自中国，成果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平等协商、共建

共享，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

贸易一直高于总体增长速度，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总额 836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其中，中国出口增长 7.9%，进口增长

20.9%。双向投资潜力不断释放，到 2017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

700亿美元，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15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9%。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共 82

个，累计投资 289 亿美元，入区企业约 4000 家，为当地创造就业 24.4 万个

就业岗位，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 20.1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重视

利用对华投资的机遇，2018年对华直接投资额 64亿美元，增长 16.0%。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原则。市场经济不可能保证

每一个合作项目都能够成功。一些媒体恶意炒作个别项目失利以及所谓“债

务陷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作法。这并不能掩盖“一带一路”



给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有力地促进

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倡议有力地

促进了国际经贸合作，为东道国带去了适用技术与投资，促进了东道国的工

业化进程。正是因为看到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

国家对倡议表达了兴趣，非洲、拉美等地区不少国家都表达了参与“一带一

路”倡议的强烈愿望。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包容，也为第三方提供了巨大的合作机遇。

“一带一路”不是排他的区域合作，而是开放的区域合作，第三方的企业可

以平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多的非沿线国家的政府与企业表达了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浓厚兴趣。 

总之，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不断扩大

对外开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积极与各国开展平等合作，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努力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