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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看好「雙循環」加大對華投資
2020年11月22日（星期日）

深信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濟將持續增長 跨國公司亦從中獲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黃寶儀 廣州報道）中國正構建「雙循環」的新發
展格局，跨國公司的解讀和真金白銀的投資被認為是重要風向標。21 日，在 2020 年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

「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上，多家跨國公司負責人一致表示，中國國內大循環不僅有助
於保護中國經濟不受外部市場波動影響，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相關舉措，亦有
助於推動未來經濟更可持續發展，這讓他們對中國經濟強勁復甦和未來增長潛力深信不
疑。英國太古股份、羅氏製藥等跨國公司巨頭還宣布了一攬子在華投資計劃。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在華已布局航空、飛機工程、房地產開發與管
理、飲料和食品等行業，包括香港、內地在內總投資已超過

4,5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公司主席施銘倫對於中國在今後給外
資企業帶來的機遇如數家珍：「今年早些時候生效的外商投資法，加
大了對投資者的保護力度，確保太古等外資企業擁有更公平競爭舞台
和更優質營商環境；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也在不斷縮短，允許外資進入
更廣泛的行業。另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級區域
一體化戰略，也將培育極具活力的商業環境和投資機會。」

太古：灣區是投資重點
他介紹，太古正醞釀多項計劃擴大在中國的投資組合：上海浦東的
新低層零售地產項目「前灘太古里」明年即可開業；北京三里屯「太
古里」西區擴建項目正順利推進；在廈門修建的大嶝島新機場，太古
已承諾投資興建新的飛機工程設施；太古亦計劃在鄭州投資 6 億元建
一家產能更高、技術更先進更環保的可口可樂瓶裝廠。
除了上述傳統業務，太古也在尋找新的機會。「我們最近入股了一
家總部設在上海的醫療保健企業，雖然處於學習階段，但這與我們在
中國的長期投資策略具有協同效應。」施銘倫說，2019 年太古在香
港投資當地首家食品級塑料回收企業。接下來，太古有意將這項業務
引入包括大灣區在內的內地市場。「大灣區對外國投資者獨具吸引
力，我們核心業務總部在香港，大灣區必然成為我們投資戰略的特別
重點，我們正在着手尋找新的機會，擴大投資。」

羅氏製藥：加速在華研發投入
總部位於瑞士的羅氏製藥，扎根中國 26 年。「我們在華業務伴隨
着中國的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如今中國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
放，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再次讓我們充滿信心，對中國市場堅定不
移。」羅氏製藥中國區總裁周虹說。
周虹指，中國的改革和對外開放新舉措，對企業來說是實實在在的

機會。「以往，我們的創新藥進入中國市場，
要比歐美晚5年以上。中國通過新藥評審審批改
革與國際接軌，外國創新藥進入國內僅比美國晚
數月，甚至快於歐洲。」
疫情期間，羅氏甚至通過跨國視頻會，定下未來
10 年在中國的戰略和目標，決定加速在中國的研發
投入，升級為全球獨立的研發中心，希望把全球的新
技術引進來的同時，通過中國本土科學家的創新，向全
球推出創新藥物。

博世：打造本土化團隊及公司
來自德國的全球最大汽車電子提供商博世集團，同樣加大
在華投資力度，瞄準新基建，融入「雙循環」。博世汽車電
子事業部中國區總裁喬治．安德睿說，未來，博世注重中國市
場的同時，更要透過在中國的創新，開發解決方案，實現戰略
升級，從重賣產品到重賣解決方案。
「中國正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跨國公司，我們也要通過轉型
升級來跟上步伐，並成為我們的『新常態』。」 喬治．安德睿
說，博世集團要加大在中國的創新研發，打造本土化團隊和公司，
向全球提供解決方案。目前，除了蘇州之外，博世正在廣州、重慶
等地建立多個創新中心。
與會跨國公司負責人表示，雖然疫情將持續對全球經濟帶來嚴峻
挑戰，但他們共同見證了中國在這個時期展現出的非凡韌性。作為全
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在後疫情時代的復甦將至關重要，「雙循
環」戰略將讓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強勁復甦和未來可持續增長的潛
力充滿信心。
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指出，中國正在從政策導向
型的開放，邁向以規則等制度性為基礎的開放，必將帶來營商環境的
進一步改善，對跨國公司來說是重大機遇。

羅氏進博會展區

專家：開放大國都是
「雙循環」
相互促進
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成為與會嘉賓熱議的話
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
表示，凡是大國都是「內循環」為主體，凡是
開放的大國都是「雙循環」相互促進。
「雙循環」作為一個長期戰略部署，未
來 30 年，中國將推動大國戰略，將做一
個負責任的大國。
對於一些人擔心中國會不會由於「內
循環」而與世界脫鈎。張燕生說，未來，
只要看三個基本事實就可以。第一，「雙
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未來關稅率會進一
步下降，非關稅率會進一步取消，貿易投
■多家跨國公司負責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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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進一步擴大。第二，「雙循環」是否推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
21 日舉行的 2020 年「讀懂中國」平行論壇
上，「雙循環」格局下，新製造如何推動中國

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現代化，並且與國際
高標準制度相銜接。第三，中國未來的科學技
術、人才、創新會更加地開放創新、開放合
作、開放共享，還是相反？新製造、新基建如
何落地？張燕生表示，新基建和軟基建（創新
環境、法治環境）和老基建是三維一體。事實
上，老基建的重要性絕不亞於新基建。「比如
國家發改委最近批准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
快速軌道交通 1 小時經濟圈核心區、半小時經
濟圈。」
展望未來 30 年，張燕生認為，中國要講好
三個故事，一是創新的故事，二是法治的故
事，三是高端的故事，三個故事將為新基建、
新製造創造一個更好的前景。

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簽約
合作發展新型顯示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
道，記者從 11 月 20 日至 21 日舉行的 2020
世界顯示產業大會上獲悉，上海市經信委、
江蘇省工信廳、浙江省經信廳和安徽省經信
廳在合肥簽署協議，共同推進長三角新型顯
示產業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據了解，中國工
信部將大力支持新型顯示產業發展，並支持
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鼓勵
海外顯示企業及先進材料、設備供應商等來
華投資建設。

31項目簽約 總投資逾700億
長三角區域是中國新型顯示產業主要
聚集地，根據《共同推進長三角新型顯
示產業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戰略合作協
議》，上海市經信委、江蘇省工信廳、
浙江省經信廳和安徽省經信廳將牽頭構
建長三角一體化新型顯示產業高質量發
展體系，促進長三角區域新型顯示產業
融合創新和迭代升級，立足長三角、輻
射全國、走向世界，努力把長三角區域
打造成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新型
顯示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區。將在長
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指導下，加強關於
新型顯示產業的信息溝通，及時通報和
交流合作事項進展，及時研究解決合作
中的重大問題。

據悉，在簽署協議的同時，維信諾系列
項目、合豐泰超薄柔性玻璃基板項目、長
信科技高端顯示模組項目等 31 個項目也集
中簽約，簽約項目涉及新型顯示產業鏈條
上的重要環節和產品，規劃總投資超過
700億元人民幣。

大尺寸屏幕及個性定製成新趨勢
此外，參加 2020 世界顯示產業大會的與
會嘉賓研討認為，屏幕是智慧終端的重要
輸入口，8K 將成為電視下一代主流技術。
「大尺寸」的大屏和「個性化」的定製將
是顯示產業新需求。
康寧顯示科技（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謝

東廷認為，未來五年，電視仍然是顯示產
業最重要增長點，大尺寸電視需求的增加
將消化掉新的產能投入，輕、薄、窄邊
框也是未來消費方向。 他以電視銷量的
平均尺寸為例：「2019年為46寸，今
年預估為47.5寸。到2024年預估將近
50 寸，這其中每增加一寸消耗一條
8.5代線的產能。」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副院
長劉文強介紹，從新型顯示呈現的內
容來看，將來定製化的顯示需求會不
斷攀升，遊戲、短視頻、車載、醫療
等新應用，對顯示產業的發展都會提
出一系列的新要求。

博世汽車部件（長沙）有限公司
智能化改造車間

長三角鐵路
「雙 11」
運電商貨件增 280%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記者 21 日從中國鐵路上海
局集團有限公司獲悉，截至 11 月
20 日，鐵路「雙 11」電商黃金周運
輸收官。在 20 天運輸期限內，長三角
鐵路發送電商貨品達到 464 萬件，同比
增長 280%；發送重量達 23,842.8 噸，同
比增長312.7%，「鐵路+電商」模式助推
長三角區域經濟進一步增長。
在蘇州陽澄湖邊的常熟市偉虹蟹業有
限公司，工人們用長鉗子將一隻隻重達
300 克左右的螃蟹從養殖區移入水池中。
第二天早上，這些螃蟹被沖洗乾淨裝進
禮盒，乘上高鐵運往各地市場。「大閘
蟹這類生鮮類產品對運輸時間有特殊要
求。通過高鐵遞送大閘蟹，速度比汽運
快 50%，運價比航空低 50%。今年電商
黃金周期間，我們手中有近八成大閘蟹
改乘高鐵『出行』。」常熟市偉虹蟹業
公司負責人張偉說。

杭廣特快班列 物流速度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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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路貨運產品中等級最高、速度
大 屏 和「 個 性
最快的是特快班列，其中長三角原有京
化 」的定製將是
滬、滬深 2 對 4 列。今年 10 月 18 日
顯示產業新需
起，杭廣特快班列在杭州和廣州間
求。圖為參觀者在
每日對開，使長三角區域內特快
2020 世界顯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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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諮詢了解京東方
周期間，長三角特快班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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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發送電商貨品 261.93
中新社

萬件，發送重量 18,460 噸，發送件數和
重量同比大幅增長。
「有了杭廣特快班列，我們從浙江往
返粵港澳大灣區的運輸能力提升近 10
倍，物流速度提升 50%以上，也為消費
者帶來了快速穩定、綠色環保的服務新
體驗。」中鐵順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總
經理蔣雲峰說。

推直營運輸助企業降低成本
此外，加強直營貨品運輸和開闢郵件
高鐵通道是今年電商黃金周運輸的亮點
之一。其間，中鐵快運上海分公司深入
對接海爾、大華、雅戈爾等製造加工企
業，開展家電、醫藥、服裝、食品等貨
品直營運輸，減少中間流通環節，進一
步降低生產企業物流成本。同時加強與
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的合作，首次在
上海虹橋、杭州東和寧波三大站開行 9 條
到哈爾濱、蘭州等地的高鐵郵路，通過
高鐵通道批量運輸郵件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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