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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上月實際使用外資增長7.1%
商務部：外商投資預期穩定趨好 來自美國投資增長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商務部16日發布最

新數據，1月至6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簡稱FDI）4,721.8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1.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9.5%、比前5個月收窄2.5%，總體好於預期。6月當月，全

國實際使用外資1,170億元，同比增長7.1%。商務部新聞發

言人高峰當天在例會指出， 上半年中國吸收外資總體好於預

期，外商投資預期和信心穩定趨好。

高峰介紹，分行業看，1月至6月，高技
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

19.2%，其中，信息服務、檢驗檢測服務、
研發與設計服務同比分別增長20.9%、8.7%
和35.7%。在主要投資來源地中，香港地
區、新加坡、美國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
分別增長4.2%、7.8%和6%；「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
2.9%；東盟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
5.9%（含通過自由港投資數據）。

84%美企不願撤離中國
今年上半年，埃克森美孚、霍尼韋爾、
特斯拉、沃爾瑪、寶馬集團等企業均加碼
對華投資力度。中國美國商會近期調查顯
示，84%的美國企業不願撤離中國，38%的
企業將保持或增加對華投資。
面對疫情衝擊，各級政府出台了多項措
施，穩定外商投資信心。6月23日，全國版

和自貿試驗區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出
爐，進一步縮減，服務業、製造業、農業
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商務部也表示，正
抓緊修訂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進一步
擴大鼓勵範圍。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對香港文

匯報指出，中國正逐漸開放過去限制的領
域，比如汽車、石化行業，外資限制一放
開就馬上能看到外資的響應，正因為中國
有巨大的內需市場。

影響外商投資因素仍較多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認為，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對比，中國
吸引外資能達到這一成績都難能可貴。從
橫向看，聯合國貿發會議此前預測，今年
全世界對外投資下降40%左右，中國能夠
做到基本平穩相當不容易。從縱向看，年
初受疫情影響，中國吸收外資大幅度下

降，但在第二季度又有明顯的上升。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璐對香港

文匯報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韌
性，即使是在當下不確定性激增的環境
下，經濟基本面良好、資金淨流入的趨勢
較強，對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起到很
好的支撐作用。全球在對中國疫情控制處
理的效率讚賞的同時，人民幣資產的避險
功能也逐漸凸顯，且上半年中國貿易差額
超1,200億美元，外儲的存量規模也有擴大
的趨勢。
不過應該看到的是，當前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給中國吸引外資增加了不確定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預測，
今年全球經濟將下降4.9%和5.2%。
高峰指出，下半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
複雜嚴峻，影響外商投資的不確定性因素
仍然較多，實現全年穩外資目標任務仍然
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16日應詢表
示，英國政府作出在5G網絡建設中排
除中國企業的決定，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於近日正式
對外宣布「拉黑」華為5G，決定在今後
5G建設中不再使用華為設備，從今年年
底開始停止繼續購進新的華為設備，並
決定在2027年以前拆除國內所有的已安
裝並且正在使用的華為5G設備。
高峰指出，英方的歧視性做法，與英
國一貫主張的自由貿易原則背道而馳，

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嚴重削弱中方
在英投資信心，嚴重影響中英經貿合作
氛圍，嚴重損害英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
的信譽和地位。對於英方背棄自由貿易
政策的做法，中方正在進行評估，將採
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
益。
「我們敦促英方從兩國合作大局出

發，着眼長遠，採取務實舉措，糾正錯
誤決定，為在英投資的中國企業提供開
放、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切實維
護中英經貿關係發展的良好勢頭。」高
峰說。

回應英禁華為參加5G網絡建設

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

「中國+中亞五國」外長會晤機制建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

息，中國與中亞五國16日舉行首次
外長視頻會晤，各方一致決定建立
「中國+中亞五國」外長會晤機
制，定期舉行會晤，攜手應對挑
戰，共謀發展繁榮。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長王毅出席並主持會晤，哈薩
克斯坦外長特列烏別爾季、吉爾吉
斯斯坦外長艾達爾別科夫、塔吉克
斯坦外長穆赫里丁、土庫曼斯坦副
總理兼外長梅列多夫、烏茲別克斯
坦外長卡米洛夫出席。
王毅表示，中國和中亞國家山水

相連，是唇齒相依的友好鄰邦。中
國人民和中亞人民相知相親，是同
甘共苦的兄弟姐妹。我們成功解決
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將共同邊
界打造成友誼的象徵、合作的紐
帶。我們建立了高度政治互信，實
現了中國與中亞五國戰略夥伴關係

全覆蓋，為全方位互利合作打造全
天候的政治保障。我們共謀發展繁
榮，攜手共建「一帶一路」，雙方
貿易額較建交之初增長近百倍，中
歐班列、中國—中亞油氣管道建設
搭建起地區立體化互聯互通的網
絡。我們合力打擊「三股勢力」以
及各種跨國犯罪，堅決築牢地區安
全屏障。我們始終重視民心相通，
舉辦形式多樣的人文交流活動。
王毅強調，中國和中亞國家有數

千年友好交往的歷史積澱，有幾十
年緊密合作的成功經驗，建立起集
體對話平台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中國和中亞的合作基於雙方的共同
需求，不針對第三方，也不會影響
中亞地區既有的雙多邊合作。我們
反對外部勢力在中亞搞顏色革命和
零和博弈，反對以人權為借口干涉
這一地區各國的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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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16日下午，內地跨省
遊重啟之後，上海第一個跨省遊首發團24人搭乘春秋航空9C6515
從上海飛往松原。這也是上海首次開通吉林松原的直航。當日上
午，上海市文旅局正式按下跨省遊「重啟鍵」，明確從即日起，上
海市旅行社及在線旅遊企業恢復經營跨省（區、市）團隊遊及「機
票+酒店」業務，出入境旅遊業務暫不恢復。
「早上9點半，我接到了市旅遊局的電子版文件，激動萬分。」

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說，所有旅遊從業者翹首以盼這一天很久
了。她說，自從14日晚國家文旅部下發恢復跨省遊文件後，春秋
旅遊接到遊客各類諮詢電話量暴增200%。
周衛紅表示，春秋旅遊為「重啟」早已做了各項準備工作，16日

同步也已上架了萬款內地遊旅遊產品。「上海到松原的首發團一行
24人，松原距離內蒙古、黑龍江都比較近，周邊旅遊資源豐富，查
干湖聞名遐邇。」
春秋航空當天也開通了上海至松原的直飛航線，這也是上海目前

唯一直飛吉林松原的航班。
上海跨省遊首發團領隊徐梅說，這是她疫情以後今年第一次到機

場，時隔170多天沒有帶團，疫情發生以來，從沒有感受到上海機
場的人氣如此熱鬧非凡。「終於我們又可以帶團出發了。」
遊客金先生說，他這次和夫人一塊參團出遊。現在是出遊的最好

時機。「最近人又少，天氣又好，疫情防控形勢比較穩定，讓人放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國
務院國資委16日發布數據，今年6月份，中
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9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淨利潤1,664.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0.6%和5%。國資委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在當
日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進入二季度
以來，中央企業經濟運行明顯改善，收入和
效益降幅持續收窄，特別是5月份以來央企
生產經營加速好轉。
彭華崗介紹，上半年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
業收入13.4萬億元，同比下降7.8%，降幅較
一季度收窄4個百分點，收入降幅已連續3個
月收窄。其中6月份，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
入2.9萬億元，同比增長0.6%，多數企業已

經恢復或超過同期水平。當月，有57家中央
企業收入同比增長，33家企業收入增幅超過
10%。
淨利潤方面，上半年中央企業累計實現淨
利潤4,385.5億元，同比下降37.7%，降幅較
一季度收窄21.1個百分點，較1月至5月收窄
12.6個百分點。

部分行業上半年投資增速超15%
「面對今年如此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央企
業6月份收入淨利潤能夠再創新高，是十分
不容易的。」彭華崗指出，國內出色的防疫
抗疫成績為國民經濟恢復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季度宏觀經濟主要指標明顯改善，實體經

濟得到了較好的恢復空間。分行業看，發
電、汽車、通信、冶金等行業上半年固定資
產投資增速超過15%。
彭華崗指出，央企堅決執行國家降電價、
降氣價、降資費、降路費、降房租政策，上
半年累計降低全社會運行成本超過1,200億
元，為全力幫助中小企業戰疫情、縮成本、
渡難關，作出了積極貢獻。央企總體上經營
業績好於預期，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奠定了
很好基礎。但是也要看到，下半年中央企業
改革發展各項工作都面臨着很大的困難和壓
力。「下半年，國資委和中央企業將千方百
計奪回疫情造成的損失，力爭中央企業總體
效益實現正增長。」

國資委：央企上月淨利潤增長5%創新高

洪魔致重慶逾18萬人受災3人遇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近兩日，重慶相繼發生洪澇災害和滑坡災
害，致使該市19個區縣188,025人受災，因
災死亡3人，失蹤4人。
從7月14日開始，重慶多個區縣出現暴

雨，部分區縣出現大暴雨。受暴雨影響，重
慶榮昌瀨溪河15日出現超保證水位洪水，致
榮昌多個鄉鎮受災，電力設施設備受損嚴
重。持續強降雨，致使重慶多條河流發生洪
水。16日上午，重慶市水文監測總站連續發
布三個洪水預警。其中，重慶開州區東河溫
泉站最高水位超保證水位，漲幅約5.1米至
5.6米，重慶市水文監測總站升級發布洪水橙
色預警。受暴雨影響，G243國道重慶梁平區
境內一路段發生水淹路面險情。來不及排走
的雨水沒過路面，最深處近1米。現場滯留
車輛700多台，受阻民眾近萬人。當地交
通、公安、安監、應急等部門工作人員已管
控現場。
與梁平區接壤的重慶萬州區亦遭遇高強度
暴雨襲擊。由於降雨強度大，形成江河雨洪
快速，加之受前段暴雨疊加影響，16日萬州
全區各地和城區出現不同程度災情。在萬州

區五橋鎮老街，積
水深度達1.5米，
30 餘棟居民樓、
1,050 戶住戶被洪
水圍困。武警重慶
市總隊船艇支隊出
動衝鋒舟，攜帶救
生拋投器、救生衣
等趕到事發區域。
被困民眾目前正有
序轉移中。截至16
日 17 時，此次洪
澇、滑坡災害已造
成重慶萬州、涪陵、銅梁、酉陽等19區縣
206個鄉鎮（街道）188,025人受災，因災死
亡3人，失蹤4人，緊急轉移安置7,729人，
需緊急生活救助1,678人；農作物受災面積
6,211公頃，其中絕收1,157公頃；倒塌房屋
218間，不同程度損壞924間；直接經濟損失
1.59億元人民幣。

160景區關停
記者從安徽省文化和旅遊廳獲悉，受汛期

強降雨影響，山嶽型、涉水型旅遊景區出遊
風險增大，截至15日，安徽已累計關停景區
160家。據悉，因汛情關停的景區主要集中在
大別山區、皖南山區和長江流域的山嶽型、
涉水型A級旅遊景區，其中宣城市、黃山
市、安慶市關停景區數量較多，分別為52
家、35家、29家。另外，關停的5A級旅遊
景區有4家，分別為六安天堂寨景區、宣城
龍川景區、安慶天柱山景區和黃山西遞宏村
景區。

■■白明認為白明認為，，聯合國貿發會議此前預測聯合國貿發會議此前預測，，今年全世界對外投資下降今年全世界對外投資下降4040%%左右左右，，中國能中國能
夠做到基本平穩相當不容易夠做到基本平穩相當不容易。。圖為早前外商在廣交會了解參展的電子產品圖為早前外商在廣交會了解參展的電子產品。。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重慶相繼發生洪澇災害和滑坡災害重慶相繼發生洪澇災害和滑坡災害，，
因災死亡因災死亡33人人，，失蹤失蹤44人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