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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者邱海峰） 商务
部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8月，我国
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659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
现投资4930.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

根据商务部数据，1-8 月，对外承包工程
完 成 营 业 额 6214.9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0.9％，新签合同额8827.5亿元人民币；对外劳
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32.5万人，较上年同
期增加 1.6万人，8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99.9
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0.5万人。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相关负责人
指出，1-8 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保持稳步有
序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积极推进。
1-8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53个

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 89.7亿美元，占同期对
外投资总额的 12.4％。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777.7亿美元，占同
期总额的 60.1%；完成营业额 499.1亿美元，占
同期总额的54.8%。

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
有效遏制。1-8 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
别为 30.9％、17.8％、10.8％。其中流向制造
业、批发和零售业的对外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5％和13.1％。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
资没有新增项目。

对外承包工程大项目多，以基础设施建设
为主，带动当地发展，实现互利共贏。1-8
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
上的项目468个，比去年同期增加6个，占新签

合同总额的 82.8％。我国企业承揽的对外承包
工程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合同额 1100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5.1％。8月末，我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共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81.3
万个。

该负责人介绍，1-8 月，相关主管部门办
理新设和并购类对外投资企业 3467 家，中方
协议投资额 706 亿美元。其中，新设和并购非
金融类对外投资企业 3454 家，中方协议投资
额 693.5 亿美元；新设和并购金融类对外投资
企业 13 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12.5 亿美元。办
理增资类对外投资企业 850 家，中方协议投资
额 191.8 亿美元；其中，增资非金融类对外投
资企业 840 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173.8 亿美元；
增资金融类对外投资企业 10 家，中方协议投
资额18亿美元。

9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8
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统计数据。总体来看，8月当月，不论
是新建商品住宅还是二手住宅，环比价格
上涨城市分别为55城与43城，数量均较上
月明显下滑。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金九
银十”传统销售旺季临近，但各地楼市整
体平稳态势依然得以延续，这一方面体现
出调控政策所发挥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的定位正在深刻改变房地产市场发展格局。

总体延续平稳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
介绍，初步测算，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与上月相
同，其中北京上涨 0.5%，上海上涨 0.3%，
广州和深圳均上涨 0.2%；同比上涨 4.2%，
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持平，上月为上涨 0.3%，其中
北京下降 0.4%，上海和广州均持平，深圳
上涨 0.2%；同比下降 0.2%，是去年 6 月以
来的首次转降。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5%
和 0.2%，涨幅比上月均回落 0.2 个百分点；
同比分别上涨 9.9%和 5.5%，涨幅比上月分

别回落0.8和1.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8月份，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7%，涨幅与上月
相同；同比上涨9.0%，涨幅比上月回落1.2个
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8%，涨幅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看来，受近期房屋交易市场降温、房地
产融资环境收紧、房企到位资金面趋紧等
因素影响，各地房企主动降价促销，带动

全国 70 个城市房价指数环比增幅数据收
窄。当前楼市正进入到降温通道，尤其是
二线城市总体上热度开始减少，这对于当
前稳定二线城市的房价、防范各地借人才
落户而炒房等都有积极作用。

政策力挺“房住不炒”

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离不开政
策的严格把关。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表示，从央行到银保监会，都密集加强

对房地产金融的风险把控，从房地产按揭
到房企各种融资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紧。

央行不久前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LPR） 形成机制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央行为坚决贯
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和房地产市场长效管理机制，确
保区域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效实施，保
持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基本稳定，同步
采取了“重定价周期最短为 1年”“商业用
房购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二套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等诸多举措。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快推动住房保障立法，明确国家层面
住房保障顶层设计和基本制度框架，夯实
各级政府住房保障工作责任，同时为规范
保障房准入使用和退出提供法律依据。

“近几年，全社会对房地产回归居住属
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强度、韧性也越来越大。近期金融主管部
门在释放资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
时，还专门针对避免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
进行了结构性安排。可以说，房地产调控
政策的持续以及长效机制的建立正在发挥
越来越明显的效果。”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主动摆脱“房地产依赖”

在不久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表示，相当长一段
时间以来，海南的房地产占到投资和税收
各 50%左右，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很大。
但是房地产需要用土地，房地产会带来环
境负荷的增加，而海南的土地资源越来越
少，环境负荷也是有“天花板”的。因
此，经济发展靠房地产不可持续。

“1—8月份，我们在房地产销售面积降低
52%、房地产销售额降低50%，再加上国家减税
降费的大背景下，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4%，没有出现因为房地产调控而引起的经济
大起大落情况。预计到明年一季度末，旧动能
下调所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能够基本释放完
毕，同时新动能所产生的红利逐步积累。因此，
我们预计明年一季度末海南的经济将进入良
性快速的发展轨道。”沈晓明说。

丛屹表示，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不是不发
展房地产业，而是使房地产发展与实体经
济发展相辅相成，为民众安居乐业与创业
创新提供支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邓郁松表示，老房子拆除、新人口流入、
家庭变小，引发的需求都是正常的，短期之内
需求释放多，后续需求就会受到影响。邓郁松
预计，中小城市像近两年这样需求集中释放、
销售火爆的情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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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

“平稳”仍是房地产市场关键词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前8月中国对外投资近5000亿元

近年来，河北省大城县
大力推进县域文化产业发
展，打造出一批红木、乐器、
工 艺 葫 芦 等 行 业 的“ 领 军
者”。目前，该县文化产业相
关企业达 1300 余家，年产值
达 80 亿元。图为 9 月 17 日，
大城县一家古典家具公司员
工在手工雕刻红木家具。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9月 17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今年
8月份70个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情况统计数
据，8月有55城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环
比上涨，较 7 月减
少 5 城。图为江苏
南通如皋市的一家
在售楼盘。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9 月 17 日，2019 年广西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启
动仪式暨河池市“庆丰收·促
脱贫”系列活动在都安瑶族
自治县举行，各族群众和来
宾 一 起 载 歌 载 舞 欢 庆 丰 收
节。图为演员在启动仪式上
唱山歌。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9月17日，北京市丰台
区长辛店镇举行第十七届大
枣评比活动。长辛店白枣是
北京市丰台区地理标志产
品，每年秋季吸引大批京津
冀地区游人来此采摘品尝，
为枣农带来丰厚的收入。图
为丰台区长辛店镇第十七届
大枣评比会上展示的大枣。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做大
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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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者李
婕）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获悉，近日人社部已印发 《关于进
一步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
地区技工教育发展的通知》，明确四
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临夏
回族自治州等 8 地州技工院校建设
任务，协调北京、浙江等15省份44
所技工院校对口帮扶“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35所技工院校，确
保每所院校至少有 1 所技工院校开

展对口帮扶，全面提升“三区三
州”技工教育实力。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以来，人社部会同国务院扶贫
办共同组织实施技能脱贫千校行
动，全国 1200 余所技工院校积极
参与该项行动。截至 2018 年底，
已累计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 17 万人以上，面向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劳动者开展就业创业培训
超过 38 万人次。

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者李
婕） 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发展最
快、最具活力的新兴寄递市场，包裹
快递量已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济
体总和，成为世界邮政业的动力源和
稳定器。

这是记者 9 月 17 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中国邮政业改革发展成效发布
会上获悉的。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在会上介
绍，1949年中国邮政业务总量仅仅1.6
亿元，到去年年底，全国邮政业务总量
已经达到12345亿元，70年间增长了

7700多倍。快递服务从无到有，业务量
从上世纪80年代的153万件提升到去
年的507亿件，今年有望突破600亿件。

经过70年大规模建设，邮政业
基础设施完善，目前已经形成连接
城乡、覆盖全国、连通世界的现代
邮政和快递服务网络，总体实现了

“乡乡设所、村村通邮”目标，与世
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通邮
关系。同时，邮政业发展质效显著
优化，到 2018 年，全国建成 200 多
个智能化分拨中心，电子运单使用
率超96%，极大提高各环节效率。

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者王
俊岭） 16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
合印发《关于支持建设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举办新闻发布
会，邀请四部门和海南省有关负责
人介绍《方案》有关情况。

据介绍，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于 2013 年 2 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是中国第一家以国际
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
际组织聚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开
发园区，拥有良好的品牌效益、优美

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6
年以来，先行区在各方面建设都取
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短板
和问题，迫切需要从国家顶层设计
的角度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先
行区在建设特色技术先进临床医学
中心、尖端医学技术研发转化基地
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医疗
技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

“三同步”；到2030年，医疗服务及科
研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充
分形成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建设
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
地和医疗科技创新平台。

人社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技工教育

中国成为最具活力新兴寄递市场

海南医疗旅游先行区建设将加速海南医疗旅游先行区建设将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