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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企數據造假
逾半已改正

泰國副總理頌奇於17日宣佈，在今年最
後2個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21個國家和地
區實施落地簽證免費。但據中國僑網22日
引述泰國《世界日報》報道，泰國觀光與
體育部長威拉薩表示，目前中國遊客赴泰
旅遊情況穩定，今年內暫不考慮對中國遊
客減免簽證費。 ■中國僑網

中共葫蘆島市委宣傳部21日披露，當日
凌晨3時許，遼寧省葫蘆島市綏中縣三道
崗附近海域，1艘「湘安化機3699輪」運
砂船發生意外翻沉， 船上11人失聯。目
前，救援工作正在進行中。 ■中新社
象徵中國和比利時兩國港口深化合作的
主題地鐵列車20日於上海地鐵二號線首
發。地鐵列車的外觀裝飾有比利時經典動
漫形象「藍精靈」，以期吸引中國客商眼
球，促進中比貿易。 ■新華社
為紀念李時珍誕辰500周年，新版《當
代藥用植物典》近日在京首發。該書收集
常用藥用植物800餘種，反映了近20年來
這些藥用植物的研究進展，對於中藥資源
的永續利用和開發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新華社
菲律賓當局在阿基諾國際機場於當地時
間19日挫敗了一起要綁架一名中國人的陰
謀。四名嫌犯包括兩名中國人及兩菲律賓
人已被菲國警方扣押。 ■中國僑網
據騰訊21日發佈的《國人智慧出行報

告》為全國20個城市編製了城市智慧出行
指數，其中深圳居全國首位，且乘車碼使
用率高達79.82%，居全國第一。■大公報
香港市區4日發生兩宗野豬噬人事件，
記者近日在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停車場，直
擊不少市民摸黑餵飼猴子及野豬，吸引近
30隻野豬由鷹巢山衝下爭食。野豬狩獵隊
及立法會議員均認為，港府推出為期兩年
的野豬避孕計劃未能追及野豬繁殖速度，
政府須雙管齊下從教育及執法入手，才可
減低繁殖率。 ■香港文匯報

逆勢搶灘 近萬外企落戶深圳
前八月增1.8倍看好創新升級加碼「中國智造」

新聞 速遞

習近平：民營經濟地位不容置疑

逾 3300 人維港泳冠歷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21日消息，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
日給「萬企幫萬村」行動中受表彰的民營企業
家回信，對民營企業踴躍投身脫貧攻堅予以肯
定。習近平在信中說，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
企業蓬勃發展，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
力量。民營經濟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民營經
濟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營
經濟的言論和做法都是錯誤的。習近平寄望，
廣大民營企業家要心無旁騖創新創造，踏踏實
實辦好企業。

肯定民企投身脫貧攻堅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萬企幫萬村』行動

中受表彰的民營企業家們：你們好，來信收
悉。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積極承擔社會
責任，踴躍投身脫貧攻堅，幫助眾多貧困群眾
過上了好日子，我非常欣慰。」

習近平寫到，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企業蓬
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穩
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
重要力量。民營經濟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民
營經濟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
民營經濟的言論和做法都是錯誤的。
習近平強調，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黨中央

的一貫方針，這一點絲毫不會動搖。希望廣大
民營企業家把握時代大勢，堅定發展信心，心
無旁騖創新創造，踏踏實實辦好企業，合力開
創民營經濟更加美好的明天，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民營經濟退場」不切實際
另據記者張寶峰報道：近段時間，民營企業
對落實基本經濟制度出現一些焦慮，坊間亦
再度出現「國進民退」之音，甚至有人拋出

「民營經濟退場論」等荒謬觀點。事實上，
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共同發展，是改革開
放40年來最重要的經驗之一。預言「民營經
濟即將離場」完全不符合中國基本經濟制度
的內涵。
9月27日，習近平在遼寧忠旺集團考察時曾

明確強調，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始終關心支
持愛護民營企業。我們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
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
營經濟發展。現在的很多改革舉措都是圍繞怎
麼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對這一點民營企業要
進一步增強信心。我們要為民營企業營造好的
法治環境，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黨的路線方
針政策是有益於、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民
營企業也要進一步弘揚企業家精神、工匠精
神，抓住主業，心無旁騖，力爭做出更多的一
流產品，發展一流的產業，為實現「兩個一百
年」目標作出新的貢獻。

■9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在民營企業遼寧忠旺集團生產製造
車間了解企業發展和轉型升級等情況。 資料圖片

國慶節前，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發出了「實施
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略」的信號，部署推動

外商投資重大項目落地、大力保護知識產權等開
放措施，無疑將有利於在華投資外企。

外資不撤反加碼
外商投資數據方面折射出內地吸引外資的良好
態勢。今年1-8月，內地新設外商投資企業41,331
家，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吸收外資額5,604.3億
元，同比增長2.3%。其中，美國對華投資同比增
長23.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投資同比
增長26.3%，這體現中國擴大開放的政策發揮了
穩定外資的積極作用。近日，《中美經貿摩擦的
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再次重申了中國將堅定
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的立場，並從保護外國投
資者合法權益、創造平等競爭市場環境、建公開
透明的涉外法律體系等方面釋放了明確信號。
據深圳經貿信息委數據，2018上半年，深圳新

批外商直接投資項目6,947個，增長169.58%；實
際使用外資40.5億美元，增長20.48%。商務部經
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專家林至穎認為，貿易戰背景
下，外資逆勢佈局中國，一方面是國家持續改革
開放的成果，也是外資期盼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機遇使然。他認為深圳創新能級提升，吸引全
球資源；營商環境優化，帶來投資加碼；產業體
系完整高效，利於外資實現迭代升級發展。

外企轉型智能化生產
深圳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執行會長郭小慧表示，
隨着深圳產業結構調整和創新創業活力增強，外
商投資深圳呈現不斷自我迭代發展的態勢。通過
積極轉變生產經營模式、升級產品結構穩定投資
收益成為很多外資的主動選擇。
以深圳為例，傳統製造業外資企業現在為緩解
人工成本壓力加大生產線智能化改造，招工規模

減小到現在常見的數十人規模，且多為技術人
員、工程師。郭小慧透露，自動化智能化水平提
升是深圳外資升級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她同時
表示，國家出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後，外資
企業在研發投入上更給力。
9月27日，深圳投資推廣署發佈《深圳市進一

步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提升利用外資質量的若干措
施》。內容涉及放寬銀行類等金融機構准入限
制、鼓勵外商投資先進製造業、為外籍高層次人
才提供居留便利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今年以來，儘管國際貿易投資環境不確定性增

多，但外商對中國投資熱度不減。以深圳為例，外商逆勢「搶灘」深圳，今年前8

個月，新設外商投資企業9,724個，同比增長186.25%。專家認為，作為國家創新

型城市，看好中國內地廣袤市場的外資不可能不關注深圳的投資機會，而營商環境

的優化、產業體系的完整高效無疑也使得深圳成為貿易戰背景下外資加碼中國的

「避風港」。

■■外商逆勢外商逆勢「「搶灘搶灘」」中國中國，，
深圳前八月新設外企近萬深圳前八月新設外企近萬
家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8月中國外商投資數據
深圳

■新設外商投資企業9,724個，同比增長
186.25%

■上半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資項目6947個，增
長169.58%。

■ 實 際 使 用 外 資 40.5 億 美 元 ， 增 長
20.48%。

浙江

■新設外商投資企業2,317家，投資總額
511.2億美元

內地總體

■新設外商投資企業41,331家，比去年同期
翻了一番，吸收外資額5,604.3億元，同
比增長2.3%。其中美國對華投資同比增長
23.6%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投資同比增長
26.3%

資料來源：大公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福建將利用外
資作為經濟工作重點，外資成閩省經濟社會發展
的強勁引擎。
記者近日從福建省商務廳獲悉，截至今年8

月，福建累計有76家500強企業在福建省投資
205個項目。1-9月福建省新設外商投資企業
1,854家，新增合同外資841億元（人民幣，下
同），實際使用外資212億元。今年福建省服務

業已連續9個月保持正增長。1-9月，服務業實
際使用外資94.2億元，同比增長27%，佔閩省實
際使用外資的44.4%。
為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外商投資便利度，打造
吸引外資強磁場，自6月30日起，福建全省範圍
內施行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商務備案與工商登記
「一口辦理」。「一口辦理」大幅縮減外資企業
申請設立的程序、時間和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改革開放40周
年，伴隨着深圳特區發展起來還有電子行業。近
年，蘋果、微軟、高通、英特爾等跨國公司積極
在深圳設立研發機構、技術轉移機構和科技服務
機構，與深圳供應鏈體系深度融合，與中國的企

業互惠互利。
今年4月，英國ARM的中國合資公司在深圳
掛牌，將依託ARM全球創新生態體系和技術標
準，結合中國市場需求研發銷售世界先進的人工
智能等各類集成電路設計知識產權產品。未來助
推深圳成為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和國際科
技、產業創新中心。
全球十大半導體元件供應商美國安森美集團旗
下的深圳南山安森美半導體有限公司在深圳研發
製造的高精尖產品主要給華為、蘋果等公司旗下
的智能手機、雲計算、5G等業務服務。

閩服務業引外資近百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最近，網絡社
交平台出現「炫富挑戰」，「一不小心」摔出
了「全部家當」。深圳警方提醒：有些人「炫
富」並不是為了娛樂，而是謀你的財富。
劉女士的高中同學小王近兩個月突然在微信

朋友圈裡高調炫富，讓她羨慕不已。經過多方
打聽，劉女士得知小王正在做一個投入低但收
益快的項目。劉女士聯繫了小王，小王爽快地
將自己的投資經理小付介紹給劉女士。
付經理向劉女士介紹，自己手上的這個項目

屬於低投入高回報，定期給投資者分紅，投資
2,000元（人民幣，下同），每月回報1,000元，
15天周期可以賺一半本金。劉女士動心了，先
後向其推薦的投資網站支付6,000元進場費。

幾天後，劉女士就收到該網站向其註冊賬號
發來的「分紅」1,800元。
接着，付經理告訴劉女士，如果想要更高分
紅，就得發展更多的人投資。見有這等好事，
劉女士立即聯繫了好友。為讓好友安心加入，
劉女士還先行墊付了資金。一段時間後，劉女
士已投資3萬餘元，然而不到兩個月，該網站突
然無法正常打開，賬號內的本金和分紅均無法
提現。
深圳警方介紹，所謂的投資項目只不過是一
種變相的網絡詐騙，騙子先通過炫富騙取朋友
圈好友的信任，再通過編造虛假項目，以定期
分紅、高額回報等方式為誘餌，拉人入夥投
資，最後捲款跑路。

一年一度的維港渡海泳21日舉行，今年繼續
重返昔日經典賽道，由尖沙咀游至灣仔，盛況
更勝舊年。大會指，今年共有超過3,300名泳
手參賽，人數為歷年之冠。
維港渡海泳於1906年首辦，至1978年暫別

香江。自2011年復辦。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和平友誼–
2018」中馬泰聯合軍事演習20日起在馬來西亞拉
開帷幕，演習圍繞「聯合強制和平行動」的主題
首先進行參謀部演練，隨後將進行實兵演練。參
演三國軍方導演表示，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是
中馬泰三國的共同意願，進一步鞏固相互間務實
交流與合作，增強共同應對各種安全威脅的能
力，是中馬泰聯合軍演的共同目的。
與上次「人道主義救援聯合行動」的演練課題
不同，這次聯演有「聯合強制和平行動」這一課
題，強制和平行動其實是維和行動的「升級
版」，即當和平方式不能實現和平時，在聯合國
授權下，使用武力達到強制和平的目的。

馬來西亞舉行 駐澳部隊參與
「和平友誼–2018」中馬泰聯合軍事演習20日

至29日在馬來西亞舉行，三國軍隊共投入兵力
1,225人、作戰艦艇4艘、大型運輸機3架、直升
機3架，是「和平友誼」系列演習中規模最大的
一次。繼駐香港部隊2016年首次被抽組出國參加
聯演後，駐澳門部隊也首次被抽組出國參加中外
聯演聯訓活動。
此次聯演，中方參演兵力共692人，除海軍艦

艇官兵外，其餘參演官兵從北京、廣州、澳門三

地向香港國際機場集結，隨後由3架伊爾–76大
型運輸機快速投送至演習地域。這是中國首次依
託香港國際機場組織跨國兵力空中投送。

中國東盟聯演 艦艇集結湛江
接 近 同 期 舉 行 的 中 國 - 東 盟 「 海 上 聯

演-2018」，隨着菲律賓海軍「達古潘市」號後勤
支援艦21日抵達湛江某軍港，演習參演各國艦艇
全部集結完畢。
中國-東盟「海上聯演-2018」演習將於22日至

28日舉行，參演各方將圍繞《海上意外相遇規
則》使用及聯合搜救、聯合救災等內容，在湛江
及其以東海空域開展交流活動和實兵演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2017年
以來，有97家企業被統計機構依法依規
認定為統計嚴重失信企業被推送到國家
統計局網站、「信用中國」網站、全國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
公示系統進行公示，由多部門實施聯合
懲戒。
據悉，97家企業承認是為了獲取企業
自身利益，編造不真實統計數據，且虛
報、瞞報統計數據數額較大或者虛報
率、瞞報率較高，被統計機構依法依規
認定為統計嚴重失信企業，不僅被行政
處罰，而且推送到國家統計局網站、
「信用中國」網站、全國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進行
公示，由多部門實施聯合懲戒。目前54
家企業已過公示期，未再發現統計違法
現象，從上述網站移除，仍在公示期的
統計嚴重失信企業4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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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解放軍692692人抵達吉隆坡人抵達吉隆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圖為外商投資圖為外商投資
企業三和國際企業三和國際，，
是絲網印刷行業是絲網印刷行業
的領軍品牌的領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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