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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7日
电 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
论坛7月27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举办，国家主
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
一个地球家园。荒漠化防治
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
事业。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
力，加强防沙治沙国际合
作，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全
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还自然以和谐美丽，
为人民谋幸福安康。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荒漠化
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库布其
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
境生态、落实 2030 年议程
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积极
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与落实 2030 年议程深度对
接。面向未来，中国愿同各
方一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
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携
手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保护，
为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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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3.3亿元：投资中国停不下来

不久前，全球知名生物制药企业美国辉瑞
公司宣布，公司旗下全新业务部门——辉瑞普
强的全球总部落户上海。辉瑞普强集团全球总
裁高天磊介绍，集团将在世界各地运营，全球
总部设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响应新兴市场
需求。“我们希望到 2025 年在全球范围为 2.25
亿位需求者提供治疗，而中国将成为我们实现
这一目标的主要市场。”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全国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20131家；实际使用外资4783.3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2%。在主要投资来源地
中，韩国、新加坡、日本、德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63.8%、10.5%、13.1%和 81.3%；欧盟、东盟、“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分别增
长22.5%、7.2%和8.5%。

美国亿滋大中华区政府及公共事务部副总
裁傅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外
商来华投资的稳步增长与投资结构的积极变
化，明显增加了企业在华发展的信心。特别是
随着 《外商投资法》 通过，一个扩大开放的中
国市场无疑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美好的长远发
展前景。

“我们认为中国市场优势明显，潜力巨大，
消费需求强劲。但同时，市场潮流变化速度也越
来越快，这对我们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自今年
起，亿滋国际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市场一起并
入成立亿滋大中华区业务单元，直接汇报给全
球总部，正是对中国市场战略重视的具体体现
之一。目前，我们在苏州投资建立了全球九大战
略研发中心之一的饼干创新研发中心，不仅致
力于针对中国消费者的饼干创新研发，相关研

发成果还可同时辐射全球。”傅悦说。
从瑞士英力士团体投资约19亿元人民币在

上海设立区域总部，到德国西门子在德之外的
首个人工智能试验室落户北京，再到韩国三星
半导体高端存储芯片二期项目在西安开张……
上半年吸引外资数据的背后，是外资持续来华
投资兴业的坚定步履。

44.3%：高技术产业成布局亮点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市场需求日益升级、新旧动能加速转
换、创意创新层出不穷。对此，嗅觉敏锐的外
资纷纷加速布局。

上半年，全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
比增长44.3%，占比达28.8%。高技术制造业实际
使用外资50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其
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同比增长 12.8%和 25%。高技术服务业实
际使用外资 875.6 亿元，同比增长 71.1%。其中，
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同比分别增长68.1%、77.7%和62.7%。

作为世界领先的跨国森林工业集团之一，芬
兰汇川集团（UPM）近年来十分关注中国高质量
发展给环保产业带来的商机。UPM特种纸纸业利
益相关方关系总监马源源向本报记者介绍，随着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
中国市场对环保产品及解决方案的需求也在不
断增加。UPM将继续增加在华投资力度，以响应
中国对环保与清洁生产的要求，同时也为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增长潜
力可观。中国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也吸引着外
资不断涌入。与此同时，中国扩大开放的趋势

不断加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外商投资权益
得到进一步保护，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
资的吸引力。UPM对中国市场投资有信心，希
望携手产业各方为中国市场提供创新与负责任
的森林工业产品与解决方案，助力绿色环保进
程。”马源源说。

投资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潜力不断释
放。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
军看来，中国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创
新引领发展，不断挖掘经济发展潜力。无论是
市场地位、规模还是潜能，中国经济都足以为
全球投资者的愿景提供支撑。

布局长远，因为中国发展的趋势前景光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许利平指出，尽管国际局势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增加，但中国主动塑造和平稳定外部环
境的水平不断提高、维护和延长发展重要战略
机遇期的能力日益增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将长期存在。

40 条和 415 条：负面清单缩
短，鼓励清单拉长

外资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投下信任票，还在
于中国坚定支持外资的决心与主动扩大开放的
实招。

自7月30日起，《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 （负面清单）（2019 年版）》、《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 （2019 年版）》 等文件将正式实
行。这些新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外商投资领
域，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措施减
至40条，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的全国目
录则增加到 415 条。交通运输、城市燃气、热
力管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一系列传统和

新兴领域均对外资敞开大门。
针对所谓的“外资撤离论”，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指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利用
外资工作，不会打压任何外资企业，不会歧视任
何外资企业。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推动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大外商投资权益的保护
力度，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使中国
始终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外商投资热土。

“比如，我们颁布了 《外商投资法》，正在
积极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缩减了全国和自贸
试验区两个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
大开放的领域；发布了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促进外资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高新
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加大投资
的力度；我们还向全国复制推广了自贸试验区
第5批18项改革试点经验，持续优化外商投资
环境；出台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
升的意见，进一步发挥经开区的引资平台作
用。”高峰说。

对外资来说，负面清单缩短、鼓励清单拉
长，带来了更强的信心。“近 14 亿人口的全球
最大消费市场，这是对外资企业最有吸引力之
处。作为一家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专业展览公
司，我们近年来抓住‘一带一路’机遇积极举
办活动，将国际市场的先进技术带进中国，同
时也协助中国企业将品牌、产品和技术推广到
海外。目前，我们正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自由
贸易试验区等最新的对外开放框架，加强在粉
末冶金、先进陶瓷、电气技术、检测诊断、智
能家居等高技术领域业务拓展，争取帮助我们
在全球的客户实现更大发展。”德国法兰克福
展览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曹建生对本
报记者说。

外资给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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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往往意味着庞大的市场、旺盛的消费以及全
球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的热切步伐。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
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消费市场韧性十足、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对外开放屡出实招。面对
中国的巨大商机与潜力，外商纷纷“用脚投票”，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在
此过程中实现共赢。

7月28日，随着最后一个合龙节段混凝土的浇筑，中老铁路老挝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成功合龙，实现全桥贯通，比计划工期提
前7个月。图为合龙后的大桥。 中铁八局供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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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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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致信 61 个驻港总领馆和办
事机构，呼吁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此言一出，立即遭到香港
各界人士强烈谴责。有旅游业界人士警告，破坏香港形象很
容易，但建立起来很困难，呼吁“民阵”尽快收手。

旅游业本是香港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生产总
值占香港生产总值约4.5%，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占香港总
就业人口的 6.7%。近两年，香港致力于优化多元旅游资
源，加强对外推广，持续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访港旅客
约 6515万人次，较 2017年增长 11.4%，创历史新高。其中
内地访港旅客超过 5100万人次，较 2017年增长 14.8%。尽
管从比例看，境外游客占香港游客总量不到 22%，但“民
阵”的做法不仅会影响国内外游客的选择，更会寒了香港
民众的心。旅游业如果经历“寒流”，埋单的是香港民众。

通过这一事件，“民阵”的“港独”属性再次暴露无
遗。“民阵”成立于 2002 年，目标是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该条规定，香港
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
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
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
立联系。可见，第二十三条旨在遏制外部势力通过香港介
入中国主权事务，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03年，“民阵”
发起“七一”游行反对相关立法，此后年年发起“七一”
游行。“占中”行动背后也有“民阵”黑手。近期，“民
阵”更针对 《逃犯条例》 策划组织实施极端暴力违法活
动，严重冲击香港法治根基，严重危害香港安全稳定和秩
序，严重损害香港形象。

更值得警惕的是，“港独”势力企图挑动外部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施压。“港独”分子敏锐
地注意到英美等国一些政客就香港问题发表言论，西方一
些所谓“民权组织”颠倒黑白、搅动舆论。受一阵阵“歪
风”盅惑，有“港独”分子在网上发起众筹，在英国多家
媒体刊登广告，促请英国政府制裁所谓“压抑香港人权的
人”，呼吁英国新首相与香港“并肩同行”，借机挟洋自
重。“民阵”请求外国对香港发布旅游警示，同样是处心积
虑“拉外援”。

事实证明，回归 22 年来，香港是在中央政府全力支
持下，才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背靠祖国，香港才
有光明前景。正告那些外部势力勿要插手和干预中国国
内事务，也提醒香港民众擦亮眼睛，防范像“民阵”这
样的势力引狼入室、祸国殃民。中国绝不允许有关势力

“里应外合”，危害香
港发展，践踏“一国
两制”！

（作者为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
研究所副所长）

绝
不
允
许
﹃
里
应
外
合
﹄
搞
乱
香
港

■

苏
晓
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