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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利用外资质的提升

在 1 月 11 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记者提出的有关“日东电工撤出苏州”“美
资、台资、日资等撤离”的问题，高峰指出，根据
我们的了解，这家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亏损，近期准
备调整在苏州工厂的生产结构，有一条生产线将进
行搬迁，但是公司本身仍然会在苏州继续存续。

2017年，我国利用外资总体实现了稳中向好，
投资环境继续改善。前 11 个月，以人民币计算，
全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了5.4%，新设立的企业
家数同比增长了 26.5%。其中，日本对华实际投入
外资金额增长了7.4%，合同外资金额更是大幅增长
了91.5%。美国对华投资金额虽然有所下降，但是
新设立的企业数同比增长了 13.9%。台湾地区对
大陆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47.2%，新设立的企业数
同比增长 4.2%。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外资企业仍
然看好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潜力，投资信心继
续增强。

此外，对于“像苏州这样的老牌工业城市，会
不会因为外资的撤离被‘空心化’”的疑问，高峰表
示，有关工业城市“空心化”的担心，我觉得大可
不必，准确地说应该是提质升级。以苏州工业园区
为例，2017 年苏州工业园区累计新批项目 244 个，
增资项目 157个，其中 90%左右是高技术制造业和

高技术服务业。
高峰指出，我们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秉

持新发展理念，继续推动我国利用外资质的提升。
一方面，在产业链上，努力推动实现产业体系比较
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提高全
要素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在投资环境上，我们将
继续深化改革，减少市场准入的限制，提高投资便
利化的水平。

自贸区外资准入再放宽

“目前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主要是围绕着制度
创新这个核心，按照中央赋予的特色战略定位，在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进行差别化的探索试验。”
高峰表示，湖北积极创建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
区，出台“开放 10条”、“招商 10条”、“文化科技
10条”等政策措施，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产业
要素的集聚；福建推出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四个
一”，将投资建设项目审批分为四个阶段，统一实
行“一表申请、一口受理、并联审查、一张审
批”，整体效能提高了近三倍……

“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自由贸易试
验区吸收外资引擎作用明显。”商务部研究院产业
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表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自贸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6366家，占全国
的20.7%，实际使用外资915.1亿元，占全国的11.4%。

日前，国务院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
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等 11 部行政
法规。其中，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减少，如取消对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开业年限限
制；允许外商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取消
外商投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设备国产化比例须达到
70%以上的限制……

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受阻

如今，中国正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但有
些国家却表现出对外国投资设置“玻璃门”“弹簧
门”的倾向。针对“上周美国否决蚂蚁金服收购速
汇金”一事，高峰指出，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有关
中国的企业在美开展的正常商业性投资并购，再次
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原因受阻。我们鼓励中
国企业合理合法地“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业
务，既是企业自身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完全是市
场经济规律使然。

“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也在积极地开展吸引
外国投资的工作，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也
都表现出了兴趣。”高峰说，我们不反对有关国家
对外国投资开展正常的安全审查，但是我们对以

“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投资设置“玻璃门”“弹
簧门”的倾向表示担忧，希望有关国家能够采取切
实的行动，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创造
公平、公正、公开、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外企仍看好中国市场潜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外企仍看好中国市场潜力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日，一则“日本日东电工公司撤出苏州”的消息引发了市场关注，同
时有分析说，在美资、台资等撤离潮之后，日资可能也在加快撤出和转移。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月11日指出，这家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亏损，
近期准备调整在苏州工厂的生产结构，有一条生产线将进行搬迁，但是公司
本身仍然会在苏州继续存续。在中国利用外资的问题上，不能因一叶而障
目。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外资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市
场潜力，投资信心继续增强。

经济回暖带“火”挖掘机
本报记者 李 婕

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
治县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自
2015年6月举办首个蜡染画
学习班以来，已有60多名学
生毕业，学生的蜡染画产品
已走进市场。融水蜡染是柳
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民间苗
胞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为
1 月 11 日，身穿苗族服饰的
学生在进行蜡染画。

廖子渊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月 11日电 （记
者聂传清） 法国PVCP集团、海
航璞蔚、国开城市交通基金以及
山水文园集团 10 日在京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将携手推动太阳季
度假乐园与石头季度假村两大欧
洲度假品牌在中国的发展，打造
符合中国家庭的旅游度假产品，
并落地国内的文旅项目“山水主
题小镇”。

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逐年升

温，越来越多的国际文旅企业将
目光投向中国，欧洲知名的旅游
地产开发及管理集团法国皮埃尔
度假及中心公园集团 （PVCP）
就是其中之一。PVCP集团董事
局主席暨首席执行官杰拉德·布
莱蒙表示：“‘太阳季’和‘石
头季’为诸多欧洲小镇带来了神
奇的变化。如今，我深刻地感受
到中国的乡镇也需要同样的美好
改变。因此，我们愿意全身心投

入合作，携手创造未来，改变命
运。”

山水文园集团打造的“山水
主题小镇”品牌近年来在文旅行
业中异军突起。该集团董事局主
席李辙表示：“我们致力于将

‘太阳季’和‘石头季’打造成
改变中国城镇发展格局、在中国
乃至亚洲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品牌
项目，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开发过
程中创建更大的成绩。”

据悉，签约四方将在未来的
5年内共同开发浙江海盐等地多
个旅游度假项目，总投资额预计
超百亿元。

中法企业助力特色小镇发展

1月10日，西藏林芝市巴宜区脱贫攻坚工作总结暨巩固脱贫成效工作会在巴宜
区政府举行。脱贫群众和干部一起本色出演小品、歌曲、快板、舞蹈等节目，表达
内心的喜悦和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图为林芝市鲁朗镇文艺队在表演民族传统舞
蹈。 新华社记者 王沁鸥摄

小

舞

台

唱

响

大

梦

想

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为803.2亿元，较2016年的
701.2亿元同比增长14.55%，继续延续了近年来的增长势头。

1月 11日开幕的 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发布了 《2017年中国
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报告称，网上书店渠道依然是市场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实现了 25.82%的增长。图为读者在图书订货会上翻看
图书。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中国图书零售市场超800亿元

自2017年开始，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整合资源，结合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加快民
族传统手工艺向旅游产品转化，为当地的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及贫困人口进行民族技艺免费
培训，按照“政府搭台、企业组织、能人带动、市场运作”的模式，开设皮艺皮雕、编制技
术、蒙古族刺绣等技能培训班，力求实现目标人群脱贫、创业、致富。图为两名学员在展示蒙
古族刺绣作品。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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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画艺代代传蜡染画艺代代传

中国成为最大移动游戏市场
据新华社福州1月11日电（记者王妍） 中国数字娱乐产业年

度高峰会于1月10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召开，期间发布《2017全
球移动游戏产业白皮书》。根据数据，中国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
移动游戏市场，移动电竞成为行业新爆发点。

据 《白皮书》 数据，2017 年中国移动游戏区域市场收入达
146.36亿美元，几乎是第二名美国市场 77亿美元的两倍，以绝对
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游戏市场。排名三、四、五位的分别为
日本、韩国和英国。

移动电竞成为2017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的“弄潮儿”。2017年
移动电竞游戏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移动电竞赛事以及移动电
竞衍生内容等其他收入的增长。整体市场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
突破 450 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超过 250％。《白皮书》 认为，这是
中国移动电竞市场规模第一次超越传统的端游电竞市场规模，标
志着移动电竞将成为电竞行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网络出版监管处处长张
怀海介绍，2017年中国游戏市场总营收达 2036.1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23％。完美世界首席执行官萧泓认为：“对新生代来说，游
戏会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一些行业数据同时也是考察宏观经济的重要参照，挖
掘机便是其中一例。2017年，挖掘机销量翻番，其他指标
如开工时长等数据，也反映着挖掘机这一年不俗的市场表
现。火热的行业背后，更是中国经济回暖，出口升温等宏
观条件的不断改善。

销量达历史高点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日前公布的
数据，2017 年纳入该协会统计范围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
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140303台，同比涨幅为99.5%。
2017年也成为继2010年、2011年之后挖掘机销售历史上的
第三高点。

即便是在挖掘机销售淡季的四季度也实现了超常发
挥，月销量纷纷破万。2017 年 10-12 月，挖掘机销量同比
分别增长81.2%、107.4%和102.6%。

此外，近一年挖掘机械出勤小时数同比略有增加，设
备出勤率也稳定在较高水平。这也是衡量挖掘机械施工需
求，判定未来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向
本报记者分析，挖掘机行业数据背后反映着道路、桥梁等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需求。2017年，中国经济表现亮眼，基
建投资也有足够的动能支撑。

国内外市场回暖

具体来看，2017年，挖掘机国内市场销量 （不含港澳
台） 130559台，同比涨幅达107.5%；出口销量9672台，同
比涨幅32%。

多位专家表示，2017年挖掘机销量达到历史第三高的
水平，既有国内的基本面因素，也有国外环境改善的原因。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

此前多年，挖掘机行业库存低，因此市场有补库存的需
求。此外，去年全球经济复苏，带动中国出口回暖，加上
国内投资的部分增长点，拉动了对挖掘机的需求。另有分
析称，2017年挖掘机更新换代需求强劲，叠加环保趋严和
厂家以旧换新政策，更新需求助推了2017年挖掘机销量增
长。

刘向东则强调，现在中国挖掘机的增长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同时发力。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中国的资本、企业和项目走出去，带动了设备走出去，挖
掘机的出口销量也随之上升。

未来呈平稳态势

进入 2018年，有预计称第一季度挖掘机仍然保持高景
气。未来几年，挖掘机行业会如何发展？

“预计2018-2020年挖掘机械销量在12万—16万台范围
内，市场整体趋于平稳。”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
分会指出，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环保政策、存量设备
更新需求、采矿业投资、房地产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城
镇化建设等因素及挖掘机械市场动态，未来3年，市场将保
持平稳发展态势。

刘向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未来一段时
间，基建需求平稳，挖掘机行业也会保持平稳的发展态
势。从国内来看，基础设施还将补齐短板，释放有效的基
建需求；从国际来看，中国挖掘机将更深度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加上世界基建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建
设和国际产能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挖掘机行业在 2-3 年
内有望延续平稳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