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22年6月16日 星期四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14号 广告热线：010－64667729 发行热线：010-64667797 印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

编辑/张凡 制版/耿晓倩

电话/010-64664888-2041 maoyibao1@163.comINVESTMENT 投资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行
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
局面”。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
的风向标，引进外资是我国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外资企业是
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间环节、
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
力量。我国已相继出台多个文件
助力稳住外资基本盘，从出台2021
年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到组织
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一些规
定，再到研究修订扩大《鼓励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等等。

中国政府在稳外资政策上持
续发力，把稳外资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6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指出，在落实已出台稳外贸稳
外资政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
外资的支持力度，积极吸引外商投
资。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出台力度
更大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支持政
策；扩大中西部外商投资制造业鼓
励类目录。

今年以来，俄乌冲突、美联储

加息、疫情多点零星散发给我国稳
外资带来较大压力和挑战，但各项
政策举措的精准实施，有效对冲外
部风险，我国利用外资仍保持了良
好增长势头，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
向结构不断优化。前 5 个月，全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42亿元，同比
增长 17.3%（折合 877.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2.6%）；其中，高新技术产
业、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速分别达42.7%、35.6%
和 17.9%，均高于利用外资整体增
速。这充分彰显了外国投资者持
续看好在华发展前景、共享中国高
质量发展机遇的坚定信心，充分体
现了中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配套
齐全、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丰
富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充分说明
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
境的政策成效。

未来一段时期，要确保全年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更好利用外资
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重点需要在
稳住外资存量和扩大外资增量上
发力。既要进一步营造公平、公

开、透明的营商环境，让外资“稳得
住”，又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让外
资企业“愿意来”。

一要准确落实现有政策。持
续实施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外商
投资法和配套条例，保障外资企业
平等适用各项政策，切实享受政策
红利。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意见》《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
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国
内市场的优势，持续增强对市场寻
求型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加快落
实好外资企业退税减税降费和缓
缴社保费等政策，让现有政策红利
加快转为企业的“真金白银”，增强
外资企业发展信心。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解决
外资企业复工复产、人员入境、物
流运输等堵点，保障供应链和产业
链稳定畅通，为外企发展提供良好
环境。

二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标
世界银行宜商环境评估体系的新标
准，推动深化改革，着力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创造更优宜商环境。综
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手段，创新监管新模式，
精准化、智能化地提高监管和服务
水平。举办外资企业座谈会、政企
对话会，聚焦外资企业营商便利等
诉求，积极回应并推动解决。持续
推进“放管服”改革，做好优化服务

“加法”和简政放权“减法”，为外资
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好服务、更优
环境。继续完善外商投资服务保
障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

三 要 持 续 扩 大 外 资 市 场 准
入。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缩减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
民待遇，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
争。修订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2022 年版）》，吸引外资投向
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技术研
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重点领
域。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等重点地
区引资政策支持力度。开展外资攻

坚行动，完善各地重点招引服务外
资项目库，强化项目落地。进一步
梳理 1 亿美元以上的外资大项目，
加大招商和要素保障力度，推动项
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产。

四要用足用好平台载体。充
分发挥自由贸易港、自贸试验区、
海关特殊监管区、服务业扩大开放
试点等开放平台主阵地作用，为高
质量吸引外资搭建高能级载体。
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
果。打造更多的线上线下招商引
资平台，推动线下招商和“云签约”
紧密结合。强化与伙伴国的合作
机制建设，深化与国际一流中介机
构合作。持续发挥好贸促系统服
务外资企业专班和重点外资项目
工作专班作用，加强对重点外资企
业和项目服务，健全与外资企业常
态化交流机制。充分发挥投资数
额大、产业链上下游覆盖面广的重
大外资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加速
促进供应链恢复和畅通。（作者单
位：山东省商务发展研究院）

释放外资政策红利 着力稳存量扩增量
■ 高淑君

中 国 英 国 商 会 日 前 发 布 的
《2022 年在华英国企业建议书》显
示，过去两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造成了长期影响，但许多在华
英国企业依旧可以相对有信心地开
展业务，与供应商合作。《建议书》认
为，中国的金融服务、零售和消费品
等众多行业的持续开放以及中国的
创新潜力和气候承诺，都是英国企
业对中国市场保持乐观的原因。

《建议书》指出，过去一年，中英
两国从企业界到政府层面，都在持
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因此
在华英国企业认为在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汽车、建筑环境服务和金融

服务等多个行业，都将迎来越来越
多的发展良机。许多英国企业正在
投资这些领域，将可持续的产品和
服务以及技术专业知识引入中国市
场，这将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中英
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能够为两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致力
于使用更清洁的能源，包括增加天
然气消费和促进对太阳能发电、海
上风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
等，因此英国有大量机会参与中国
能源市场。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
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金属回收能够减少能耗和碳排放，
随着中国的重工业开始着手脱碳，

对金属回收的需求将大幅增长。欧
盟和英国在这个领域有丰富的经
验，英国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
经验，帮助中国增强行业能力，因此
中国市场前景乐观。

在建筑领域，2022 年以及未
来，建筑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依旧有巨大的机会。中英两国都提
出了在未来几十年减少碳排放的远
大目标。建筑环境服务业是主要排
放源之一（包括隐含排放和运营排
放），因此在该行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对于英国（2050 年）和中国（2060
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至关重要。
中英两国在绿色建材、城市韧性规
划、可持续设计与施工以及运营流

程和监控或认证标准等领域有大量
合作机会。积极开拓中国市场的许
多外资企业正在努力将市场领先的
实践和创新理念作为市场差异化优
势和吸引客户参与的卖点，并且愿
意帮助完善行业标准。

在疫情防控方面，及时全程接
种新冠疫苗以及加强针是科学防疫
的有力武器。对此，《建议书》提
到，在抗疫的过程中，应加强国际
科技合作，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如
新冠疫苗、中和抗体、小分子药物
以及其他手段多管齐下，有效预
防，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为全
球走出疫情而不懈努力。在中国
关于“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

系和全球疫苗合作行动的倡议下，
希望社会及产业各界携手合作，共
同落实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
共识，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提高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推动全球新冠
疫苗、中和抗体和其他新冠治疗药
物的生产供应与公平分配，为全球
疫情防控事业作出努力。

展望未来，《建议书》认为，尽
管最近一波疫情给企业带来了许
多挑战，但中国的市场潜力使英国
企业依旧保持乐观，而且过去一年
监管领域的一些积极变化，也给企
业提供了更多保障。未来，随着疫
情好转，企业将会进一步恢复乐观
心态。

中英企业加强合作助力可持续发展
■ 本报记者 王曼

本报讯 中国土木集团与
埃塞俄比亚—吉布提标准轨
距铁路股份公司近日签订了
纳噶德轨排场铁路专用线特
许经营协议。

埃塞俄比亚—吉布提标
准轨距铁路股份公司总裁阿布
迪对中国土木集团运营亚吉
铁路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对
运营团队的辛勤付出表示感
谢。他表示，亚吉铁路是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国、埃塞俄比亚、吉
布提三国的合作典范。此次协
议签订，是双方深入交流、密切
合作的积极成果，对亚吉铁路
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他强调，双方目标一致，相互信
任，埃方愿与中方一道，不断拓
展亚吉铁路板块，推动亚吉铁
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土木集团副总经理
刘东表示，近两年来，亚吉铁
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此次
双方就纳噶德轨排场铁路专
用线展开合作，是一次积极有
益的尝试，希望双方能以此为
契机，继续紧密协作，相互配
合，相互支持，共同构建更加
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土木集团主
动作为，抢抓机遇，不断提升亚
吉铁路运能运量和基础设施水
平，推动铁路配套项目建设，进
一步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
想”中“两轴+两岸”的发展框架，

“港口+铁路+旱港+工业园”的
互联互通效应日益显现，“一条
铁路带动一条经济带”的发展理
念正在迸发勃勃生机。

纳噶德轨排场铁路专用线
位于吉布提，毗邻亚吉铁路纳
噶德站，此次特许经营协议的
签订，将使亚吉铁路在港口端
又新增一个装车点，使散货集
装箱化运输，通过“平车+集装
箱”的创新散货集运模式，每年
将为亚吉铁路新增十分可观的
运输收入。

（中国土木集团供稿）

亚吉铁路发展
迎来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