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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全球跨境直接投資大幅下降，

中國吸引外資形勢則不悲觀，今年前8個月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基本恢復至去年同期水平。近

期中央多次重申堅持改革開放並出台穩外資的一系列措施，給外商來華投資「定心丸」。國

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昨日再次表示，中國政府將抓好外商准入負面清單實施，擴大鼓勵

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為外資項目實施做好服務保障，以穩定外商在華長期發展信心。

中國將擴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前8月實際利用外資幾達去年同期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做好
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改
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民營經濟統戰工
作不斷加強和完善，在服務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
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義。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把團

結好、引導好民營經濟人士作為一項重要任務。
各級黨委要加強對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領導，全
面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抓好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
貫徹落實。
各級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和黨委統戰部要發

揮牽頭協調作用，工商聯要發揮群團組織作用，
把民營經濟人士團結在黨的周圍，更好推動民營
經濟健康發展，努力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貢獻力量。

民營經濟統戰工作會議召開
全國民營經濟統戰工作會議昨日在京召開。會

上傳達了習近平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汪洋出席會議並講話。汪洋指出，要調動民
營經濟人士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
升，深刻認識個人的成功既源於自身努力，更得
益於偉大的時代、偉大的事業、偉大的黨，增進
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

思想認同、情感認同。要引導民營經濟人士樹立
家國情懷，以產業報國、實業強國為己任，弘揚
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積極參與光彩事業和精
準扶貧，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
報社會的典範。
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召開。中央和國家機

關有關部門、有關人民團體負責同志在主會場參
加會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黨委統戰部、工商聯負責同志在分會場參加
會議。

習近平：團結好引導好民營經濟人士

數據顯示，今年1-8月，中國實際利用外
資890億美元，同比下降0.3%，8月當

月同比增長15%，連續第五個月單月吸收外
資金額增長。

多數外企看好中國市場
孟瑋指出，4月份以來，利用外資降幅逐
月收窄，利用外資形勢逐步回溫，總體好於
預期。至於一些外企遷出中國，孟瑋認為，
這是部分企業在全球範圍內調整生產布局，

屬於正常市場行為。
「外資企業長期在華投資經營的信心並沒

有改變。」孟瑋引述上海美國商會9月9日發
布的報告指，大部分企業持續看好中國市
場，78.6%的受訪企業表示不會轉移在華投
資，較去年增加5.1個百分點。中國歐盟商會
10日發布的報告稱，歐盟企業在華投資情況
總體穩定，只有11%的受訪企業考慮外遷或
改變投資計劃，接近10年來最低水平。
另外，中國美國商會稍早公布《美國企業

在中國白皮書》提到，50%受訪企業認為中
國的營商環境明顯改善，超過70%的受訪企
業目前沒有將供應鏈遷出中國的計劃，許多
企業表示要加大對華投資，反映在華美企對
中國市場的信心。

抓好外商投資服務保障
孟瑋在國家發改委例行發布會上重申中國

將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持續優化投資環
境。首先是抓好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實施，確

保在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內外資企業享受
平等待遇。此外，繼續優化外商投資環境，
重點是繼續清理、修訂、廢止與外商投資法
不相符的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
發改委還在抓緊修訂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

錄，進一步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範圍，惠及更
多領域的外商投資項目。

逾萬外方人員包機出入境
孟瑋還提到，當前穩外資一項重要工作是

抓好外商投資項目的服務保障。她舉例說，今
年4月以來，針對疫情期間外資企業反映突出
的國際出行問題，發改委會同民航局、商務
部、外交部、衞健委等部門，建立了重大外資
項目外方人員來華包機機制，截至目前已有超
過萬名外方人員通過這個機制包機出入境。
孟瑋說，後續將積極協調解決外資項目實
施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以及抓緊健全地方
層面重大外資項目協調機制，加強後續項目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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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中的外資產業目錄
◆鼓勵外資參與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鼓勵外資投向生產性服務業
◆鼓勵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
◆新增高端製造業條目：
—半導體領域高純電子級氫氟酸、光刻
膠

—人工智能輔助醫療設備製造、高端手
術器械、理療康復設備、可穿戴智能
化健康裝備製造等

—消費領域中植物蛋白仿生肉食品、高
溫殺菌乳的開發生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發
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孟瑋昨日說，1月至8
月中國發電量和用電量同時首次迎來累計
增速由負轉正。
孟瑋在當天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說，從發電量看，前8個月累計同比增長
0.3%；同期，用電量累計同比增長0.5%。

8月當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發電量快速
回升，同比增長6.8%，增速比上月提高4.9
個百分點。其中，火電、水電、核電、風
電、太陽能發電同比分別增長6.2%、8.9%、
0.9%、18.7%和2.1%。同期，全國全社會用
電量7,294億千瓦時，同比增長7.7%，增速
比上個月提高5.4個百分點。其中，一二三產

用電量同比分別增長 12.1%、9.9%、
7.5%，居民生活用電量同比下降1.2%。

上月全社會貨運量增4.8%
分地區看，8月份，有29個省份用電正
增長。前8個月累計看，有20個省份實現
用電量正增長。

另一個經濟運行實物量指標——貨運量，
同樣表現良好。孟瑋說，8月份，中國全社
會貨運量同比增長4.8%，增速較上月加快1.9
個百分點，連續4個月正增長。全國鐵路貨
運量同比增長6.5%，港口貨物吞吐量同比增
長7.2%，繼續保持較快增速。
客運方面，孟瑋表示，二季度以來全社

會客運量逐月回升，8月份日均客運量達
到3,168萬人次，比上月日均客運量增長
10%。

前8月發電量用電量增速首轉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
報 道 ，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TO）9月15日作出裁
決，美國對2,340億美元中
國貨品加徵關稅的做法違
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當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方希望美方充分尊重
世貿組織專家組的裁決和以
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
制，採取實際行動，與世貿
組織成員共同維護多邊貿易
體制。
9月15日，世貿組織專家

組就中國訴美國301條款關
稅措施世貿爭端案發布專家
組報告，認定美方涉案徵稅
措施違反世貿組織義務。
汪文斌當天就此表示，中

方對專家組做出客觀、公正
裁決表示讚賞。近一個時
期，美國個別政客一再污衊
中國不遵守規則。世貿組織
專家組的報告再次證明，真
正破壞國際規則的正是美方
自己。由此聯想到近年來美
國對多邊國際組織的種種做
法，不難看出，美國就是把
國際組織用來服務美國的自
身利益。合則用，不合則
棄。

汪文斌說，中方始終堅定支持和維護
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尊
重世貿組織規則和裁決。希望美方充分
尊重專家組的裁決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多
邊貿易體制，採取實際行動，與世貿組
織成員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世
界經濟穩定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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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15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出席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企業家特別對話會，發
表致辭並同企業家代表互動交流。對話會
以視頻方式舉行，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
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業家參加。李克
強在致辭時表示，當前全球範圍新冠肺炎
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給人民生命安全
帶來嚴重威脅，給世界經濟造成嚴重衝
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人類是命運
共同體，應對疫情和恢復經濟都要走團結
合作之路。面對全球性挑戰，國際社會需
要廣泛凝聚共識，協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
濟發展，盡早戰勝疫情並推動世界經濟重
現繁榮。

全年經濟有望實現正增長
李克強在介紹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時說，
面對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我
們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經

濟實現企穩回升，近幾個月主要指標保持
穩定恢復態勢，表明中國經濟擁有強大韌
性。中國有1.2億市場主體，中國人民勤
勞、智慧。保住上億市場主體特別是量大
面廣的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就能實
現今年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目標，
穩住經濟基本盤，並為未來發展奠定基
礎。
李克強表示，宏觀調控必須把握好度，

既要有效對沖疫情影響又要可持續。我們
用改革的辦法創新宏觀政策實施方式，對
新增財政資金建立直達基層、直接惠企利
民的機制，提高政策落地的時效性和精準
性，及時為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
市場主體提供支撐。在實施好宏觀政策的
同時，並重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
商環境，既助企紓困又激發市場主體活
力。
李克強表示，7、8月份中國經濟繼續穩

定恢復，說明宏觀政策的積極成效在不斷

顯現。但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仍面臨世界
經濟的不確定性。面對困難和挑戰，我們
在保持宏觀政策適時有力合理過程中，將
注重政策實施，也會根據形勢變化完善和
豐富政策內涵，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勢頭。
經過努力，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實現年度主
要預期目標，全年經濟有望實現正增長。

交流與合作仍是世界趨勢
李克強指出，當前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

刻複雜變化，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上升，
但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交流與
合作仍然是世界趨勢。各方要共同承擔責
任，支持多邊主義，維護國際秩序，給世
界人民以希望和信心。自由貿易在曲折中
前進，但大方向不會改變，因為經濟全球
化大趨勢不會改變。要共同維護貿易和投
資自由化便利化，盡快恢復全球產業鏈供
應鏈，讓世界經濟「活」起來。
李克強強調，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

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
也需要中國。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中
國都會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構建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
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既要充
分挖掘國內市場潛力，也要更大力度吸引
外資、發展外貿，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
放。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正處
於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
代化深入發展階段，內需空間廣闊。中國
將繼續放寬市場准入，保障外資合法權
益，營造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的市場環境。中國將在有效防控疫情前提
下，開闢更多人員往來「快捷通道」和貨
物通關「綠色通道」，為企業跨國經營提
供便利。
致辭後，李克強還就國際治理、全球產

業鏈、對外經濟貿易合作等回答了各國企
業家代表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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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放寬市場准入 保障外資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