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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滕州第十四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山东枣庄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来自
全市20个单位的126名选手将在2天内围绕钳工、焊工、铣工等5个类别的项目进行
理论考试、实操竞赛角逐。图为参赛选手在参加焊工实操比赛。

宋海存摄 （人民视觉）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
会上，近百家世界知名跨国公司代表来华洽谈投资机
遇，成为当前形势下中国对外资吸引力增强的最新注
脚。美国高通公司、英国捷豹路虎、法国施耐德电气
等跨国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参与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中。对此，专家指出，
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外资持续
布局中国，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自身具有的巨大活
力，而且证明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正在形成强大的号
召力和吸引力。

外资来华步伐加快

尽管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但外商来华投资兴业热

情却始终不减。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2019
年1—4月全国吸收外资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际使用外资持续稳定增长。今年 1—4 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3039 家；实际使用外资
305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4月当月实际使用
外资6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

二是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均保持较高增
速。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94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4%；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4.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3.1%，占
比达 28.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334.1 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12.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研发与设计服务、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等领域吸引外资能力突出。

三是中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均稳步增
长。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2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4.5%；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11.6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9.6%。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1.8%，占比为11.9%。

四是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速不减。主要投资来
源地中，韩国、日本、美国、德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114.1%、3%、24.3%和101.1%；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17.7%（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宇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外资来华投资兴业稳中有升、步
伐加快，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内市场
的壮大。“在过去，对外经济合作以加工贸易为主，外
商来华投资更多看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势。如
今，中国经济不断壮大，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
高，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则成为外商日益看重的因
素。”周宇说。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商来华所能享受到
的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
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说，“我们将按照既定方针，坚
定不移扩大金融开放，保持金融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坚决落实已部署的金融改革开放政策，进
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提
高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切实维护境外投
资者合法权益，为境内外投资者创造更加便利友好的
投资环境。”

在实践中，各种各样的经济开发区则成了外资扎

根的乐土。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遍布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8年，219家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2万
亿元，同比增长 13.9%，占全国的比重为 11.3%；财政
收入 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占全国的比重为
10.6%；实现进出口总额 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
占比为20.3%；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的
金额达到513亿美元，同比增长5.5%，占全国利用外资
的比重为20.4%。

中国市场值得看好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还体现在跨国企业对中国的
期望之中。在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 （中国） 投资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洁看来，中国已经是企业在全
球范围内最大的单一市场，公司敢于把最新最先进的
技术带入中国，就是因为看好中国市场，重视中国市
场。法国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总监王萍说，
2018 年施耐德在亚太市场已经超过北美市场，成为业
绩最好的区域，而中国又贡献了其中大部分的份额，
因此未来依然看好中国市场前景。

意大利德龙集团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宗延平对本
报记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无可比拟，同时对于
德龙集团来说，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值
得更好的去深耕细作。中国电商、新零售、跨境贸易
的发展，以前所为有的速度为外企提供了更多的展示
平台。德龙近年来一直加大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并建立
工厂，希望更好地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

周宇进一步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正在加速
落地，因此，有相当一批外资为了更好地抓住中国市
场，反而会在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加大对华投资，
而且这些投资主要流向了高新技术领域。“对外资而
言，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并且毫无疑问
是值得看好的巨大机遇。”

本报贵港5月 20日电 （庞革平、王缉
琨）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称，广西贵港
港等 9 个口岸获批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
这标志着广西贵港口岸正式成为进境粮食指
定口岸，今后可直接进口小麦、高粱、玉米
等粮食。

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原称进境粮食
指定口岸，是国家为了防范和降低进境粮食
传带外来有害生物和潜在风险，对进境粮食
实行指定口岸制度，即不取得进境粮食指定
口岸资质，不能从境外进口粮食。2018年原
国家质检总局出入境检验检疫职能并入海关
总署后，海关总署将进境粮食指定口岸更名
为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

贵港市是广西农牧业大市，拥有以扬翔

饲料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优质粮食加工企业。
近几年来，贵港市饲料、白酒、养殖、油脂
等产业均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周边地区饲料
加工业、酒精加工业蓬勃发展，对进口粮食
的需求不断增大。2016 年至 2018 年，贵港
口岸共调运来自越南、乌克兰、美国、法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木薯干、玉米、
高粱、小麦、大麦等粮食 275万吨，转运到
玉林、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的饲料加工
厂、酒精厂。但由于贵港没有获批为进境粮
食指定口岸，只能从广东等地口岸进口，再
运到贵港，增加了企业的转运成本。

2017年，贵港市政府将申报进境粮食指
定口岸列为年度重点工作，与贵港海关、贵
港边防检查站等口岸职能部门通力合作，推

进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申报工作，贵港海关主
动派员到广西区内外学习先进经验，指导贵
港口岸硬件和软件建设改造，进一步完善口
岸功能。贵港市政府投入80万元建设植物检
验检疫实验室，提升粮食相关CANS认可检
测项目44项，为贵港口岸核心化建设再添新
功能。2018年，贵港进境粮食指定口岸通过
了原国家质检总局的审查验收并试运行。

贵港口岸成功获批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将进一步优化口岸资源配置，提升综合实
力，降低物流成本，推动贵港国际贸易物流
产业的发展，为贵港市及周边地区企业提供
更加便捷的物流服务，增强贵港口岸辐射周
边地市的影响力，拓展国际市场资源，促进
贵港市外贸经济发展。

前4月，韩日美德对华投资快速增长——

中国是外资的巨大机遇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贵港口岸成为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贵港口岸成为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林
芝市米林县派镇索松村依托
位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景区
内的地理优势，开始兴办家
庭旅馆和藏族民族风情体验
项目，受到游客青睐。目
前，索松村已有 17 户人家
办起家庭旅馆和藏族民族风
情体验项目。图为游客穿着
藏族服饰在米林县派镇索松
村体验骑马。

乔启明摄 （人民视觉）

办民宿
增收入

5 月 19 日，第 33 届
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落
幕。为期 4 天的展会共
接待来宾9.5万人次。现
场累计成交额近3.9亿元
人民币，达成各类合作
意向 960 余项，意向合
作 金 额 近 10 亿 元 人 民
币。图为人们在大交会
上选购促销的商品。
刘德斌摄 （人民视觉）

大交会
促合作

在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河北省武强县开展了“音画情、科普行”科普宣传活动。5月20日，武强县周窝小学的孩子
们走进武强周窝音乐体验中心，零距离体验声光电带来的科技魅力。图为孩子们在体验声光变化。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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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进武强周窝音乐体验中心，零距离体验声光电带来的科技魅力。图为孩子们在体验声光变化。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本报电 （陈兴） 为鼓励创新、降低
企业研发和市场风险，四川省成都市高
新区前不久开展生物医药保险体系创
新，形成“政府+保险+企业”的模式，为企
业研发减少后顾之忧。据了解，通过引进
保险公司，成都高新区建设并运营“国际
生物医药健康保险超市”，为区内生物企
业开通一站式个性化绿色服务通道，提
供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制、事后理
赔服务。企业如果购买相关险种，高新区
最高按实际保费支出的70%进行补贴。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生物
医药企业往往面临新药研发或医疗器械
制造的“双10”难题——药物研发周期
长达 10 年、耗资 10 亿美元。这使研发

风险极高，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拖累整个
企业运行。而高新区的“国际生物医药
健康保险超市”推出了药物临床试验责
任保险和药物质量安全责任保险，二者
分别对药品研发与临床试验阶段、药品
生产上市销售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提
供相应保险。这一举措有效降低企业从
临床试验、生产到上市流通的风险，引
导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生产。

成都高新区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医
药健康产业的主要聚集地。统计显示，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启动建设以来，已
累计引进项目 113 个，总投资超过 1000
亿元，其中共引进诺奖团队 4 个、两院
院士团队2个、高层次人才团队43个。

本报北京 5月 20日电 （记者徐佩
玉） 20 日，作为“祖国颂·侨说 70 年”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2019世界海洋日暨
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之一的“沧海
颂·宋明远从艺 70 年汇报展”在中国美
术出版总社人美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宋明远先生中国海
洋画、版画、年画、水彩画、油画、漫
画、写生作品 150 余件，以此向新中国
七十华诞献礼。这些作品反映了新中国
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社会风
貌和人民群众的理想追求。

近年来，宋明远先生创作了许多主
题性海洋画作品，表现“一带一路”、
极地科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人民海
军向海图强等时代主题。

本次展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
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

出席今天画展开幕式的有著名美
术 理 论 家 、 企 业 家 、 海 洋 画 派 艺 术
家、北京市侨联各归侨联谊会、朝阳
区侨联各基层侨联、媒体和社会各界
人士 300 余人。

成都借力保险护航企业研发

宋明远在京展出海洋主题画宋明远在京展出海洋主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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