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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深化对外开放、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深化投
资便利化改革、加大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中
国将再次推出20条稳外资政策措施。这是记者从10月
29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的。商务部
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会上表示，相
关政策将尽快落实，为各国投资者创造更多的发展机
遇，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经营环境。

具体措施回应具体问题

王受文介绍，《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
见》近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近期将正式印
发。《意见》包括4方面20条，涉及50多项具体措施。

在深化对外开放方面，主要包括：继续压减全国
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清理
取消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加快金融业开放进
程，优化汽车外资政策，着力营造公平经营环境等。

在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方面，主要包括：优化外商
投资企业科技创新服务，提升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
提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平台引资质量，在中
西部地区优先增设综合保税区等。

在深化投资便利化改革方面，主要包括：降低跨

境资金使用成本，提高外籍人员来华工作便利度，优
化外资项目用地审批程序等。

在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方面，主要包括：全面
实施《外商投资法》，建立健全投诉受理机构，强化监
管政策执行规范性，提高规范性文件制定透明度，发
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重要作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机制，支持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标准化工作，保障
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

王受文表示，2017 年以来，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四
份关于利用外资方面的文件，它们对于改善吸引外资
的环境、增强外资来华投资信心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保障外企国民待遇

据介绍，在 《意见》 的酝酿起草过程中，商务部
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了调研，并向500
多家外资企业发放调查问卷，还专门组织力量研究中
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投资报告，对他们
关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见》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加大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保障力度。比如在投资自

由化方面，提出继续支持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办理外
资保险公司设立和变更等行政许可事项，各地区要保障
内外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享受同等的市
场准入待遇；在投资保护方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全面
落实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中国标准化工作等。

增强投资环境的透明度。《意见》要求提高新开放
领域准入环节的透明度；提高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透明
度；提高标准制定工作的透明度。例如，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制定出台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
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应当结合实际，合理确

定公布到实施之间的时间，给企业留出准备时间，提
高政策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强化对已出台文件的贯彻落实。比如针对外国投
资者高度关注的技术转让问题，《意见》 进一步提出，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通过行政许可、监督检
查、行政强制等来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国投资者、外
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要求更具体、更便于贯彻落实。

吸引外资前景乐观

近年来，在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推出一系列稳外
资措施等积极作用下，中国仍对外资企业保持着较强
吸引力。从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合肥的康明斯发
动机项目到湛江的德国巴斯夫项目、宁波的瑞士英力
士化工项目，外企来华投资兴业步履不停。

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中国利用外资已经达到10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规模
是稳住了，而且结构还得到了优化。”王受文说。

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已经占整体利用外
资的30%，增长速度达到35%；另一方面，5000万美元
以上大项目增长快，今年1-9月同比增速为12.6%。

不仅是大项目的相继落户，一些商会组织的报告
也反映了外资对中国长期投资的信心。近期中国欧盟
商会发布的欧盟在华企业信心报告显示，绝大部分企
业在中国是盈利的，60%以上的企业把中国作为未来投
资的首选地。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也显示，90%以上的
企业都是盈利的，60%以上在华美企把中国作为未来投
资的三个优选地之一。

“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非常好的、稳定的、
透明的、可预期的外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
保护知识产权，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还
有丰富优质的劳动力供给，这些对外国投资者都是很
有吸引力的。”王受文说，整体来说，我们对今年外资
稳规模、调结构充满信心，对 2020年吸引外资的前景
也是乐观的。

压题照片：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以及开发
开放前沿，天津开发区两手齐发力，一手加码营商环
境优化，一手缩减审批流程提质增效。一“加”一

“减”之间，上半年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10.3%。图为位于海河之畔的天津开发区。

毛振华摄 （新华社发）

本报电（盘永昆） 近年来，广西防城港市
防城区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通过推进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引进就业扶贫车间、完善农村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全方位满足搬迁群
众的安居、出行、就业、创业等需求，确保搬迁
安置户搬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三年来，防城区共实施扶贫移民搬迁
1182户5293人，实现了35个贫困村摘帽，贫
困人口 1921 户 8210 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2015年底的4.52%降到2018年底的0.93%。

上世纪 50 年代起，盘德寿、盘德贵、盘德
国、盘德臣 4户瑶族同胞就一直居住在防城区
大菉镇坡稔村大沟龙组的岽坪居住点，那里远
离村集，不通电、不通路，出行全靠走山路，他

们周而复始地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开始后，4户人

家同意搬迁出大山，到村庄人员集中地大沟
龙组新建房屋居住。经过相关扶贫政策的扶
持及自身的努力，4户人家在2017年全部达到
标准顺利实现脱贫。

目前，这4户人家居住条件得到很好的改
善，生活方式、子女的教育状态也发生了大
变化。盘德贵一家搬离大山到大沟龙组后，
新建了225平方米的新楼房。同样住上新房子
的盘德臣，改变在大山里单一的耕作模式，
在扶贫政策扶持和帮扶干部的帮助下发展起
了产业，种上了肉桂、八角等特产，一家人
小日子越过越好。

本报北京10月 29日电 （记者王昊男）
记者今天从2019北京CBD论坛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 CBD新注册外资
企业超过 300 家，外资企业税收近 300 亿元，
占区域总税收的43%。

“外资企业发展良好，是CBD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北京 CBD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CBD 功能区目前已有 550 家总部企业，
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 88 家，占北京市的

50%。“我们还在对接摩根士丹利、三星中国
北京分公司的落户事宜，计划与克诺尔集团
筹建设立轨道车辆系统板块中国区总部，爱
特思集团北方区总部也将落户。”

据介绍，伴随着经济总量稳步提升，现
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 CBD 的支柱性行业，
上半年的税收总额达 496 亿元，占总税收的
75%。此外，上半年，CBD 功能区税收过亿
元楼宇92座，其中过10亿元楼宇达到7座。

本报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 者叶
子）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外
记者见面会，请中国高铁一线科研工作
者围绕“中国高铁科技创新”与中外记
者进行交流。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
程师王长进给记者现场展示了一件专利
产品，是精密工程测量里的一个棱镜组套
件。王长进介绍说：正是这个仪器，保证了
京津城际铁路轨道板的精确铺设，让轨道
精调的精度首次达到了亚毫米级。“我最
荣幸的一点就是带领团队创建了中国高

速铁路精密工程测量技术标准体系，它
是高铁建设成败的关键技术之一。”

来自“复兴号的摇篮”——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
究所的张波，一直从事复兴号动车组的
研发。张波介绍，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
号于 2012 年开始研制，2017 年投入使
用，前后历时近 5 年。从需求分析、顶
层指标确定、技术条件编制，到技术方
案制定、核心系统研发、样车研制、整
车试验验证，再到最后的运用考核，张
波的团队参与了整个创新过程，复兴号

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
车组。

当今世界建设标准最高、运营速度
最快的京沪高铁，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
最长、穿越戈壁沙漠和大风区的兰新高
铁，当前智能化水平最高的京雄城际铁
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管理中心工程三部部长杨斌均有参与建
设，他最大的感触是：在中国建高铁所
面临的地质和气候之复杂是世界上绝无
仅有的，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在各种气
候环境和复杂地质条件下建好高铁。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电部
信号专业主管莫志松，长期从事列车运
行控制系统的设计、研发和技术管理工
作。在他看来，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是高
铁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是列车运行安全
的守护神。莫志松经历了中国高铁列控
系统从设备进口到中外联合设计、再到
完全自主创新的三个阶段，他说：“我每
天最关心的是高铁安全，我最开心的是
高铁安全。”

从事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工作已23年
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电
子所首席研究员单杏花，全程参与了中国
铁路的“购票之变”。从铁路手工售票转向
计算机售票、从车站独立售票转向全国联
网售票、从传统线下窗口售票转为 12306
互联网线上售票，单杏花感慨，购票方式
的变迁见证了中国铁路的进步。

中国高铁一线科研工作者与中外记者交流

“我最开心的是高铁安全”

本报电 （李秀东） 今年以来，随着美国、
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游客的增多，四川
省巴中市通江县全域旅游应急管理也同时提
档升级，让入境游客的旅游安全、舒心。

通江县是光雾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核心
区。201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光雾
山-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授牌后，通江重点培育
开发了山水观光、地质探奇、红色文化体验、古镇
文化体验、山地运动休闲、乡村休闲度假等旅游
产品，初步建立起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体系。

据通江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通江县坚持以深化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
责任体制改革为动力，全面加强隐患排查、

综合治理、安全防范体系建设，组建了 12 支
专业防汛抢险队伍、30 支机动抢险队伍，并
在 10 个沿河重点场镇组建了防汛救灾应急抢
险队伍，全县 524 个村组建了应急自救互助队
伍，实现了旅游安全全覆盖。在今年两次大洪
灾期间，县、乡（镇）两级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专
业队伍与群众队伍迅速集结，在短短30分钟内
就完成了国家级风景区受灾群众和游客安全
撤离，确保了全域旅游“零伤亡”。

据悉，2018 年通江县旅游总收入达到
66.73 亿元，接待游客 800 万人次，预计 2019
年旅游总收入能突破160亿元，接待游客人数
突破1000万人次。

《《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将于近期印发将于近期印发——

中国再推中国再推““稳外资稳外资2020条条””
本报记者 李 婕

北京 CBD 半年新增外企 300 多家

通江全域旅游应急管理提档升级

防城精准扶贫助搬迁群众安居乐业

10 月 28 日，中国·凤
凰第七届苗族银饰服饰
文化节在湖南省凤凰县
落幕，颁奖晚会进行的优
秀节目展演再次展示了
苗族瑰丽多彩的银饰服
饰文化的独特魅力。图为
一支代表队在进行苗族
服饰银饰秀展演。
龙 涛摄 （人民视觉）

10 月 29 日是“世
界卒中日”，北京市全
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

“世界卒中日”宣传活
动在北京天坛医院举
行。本次活动旨在唤起
公众对卒中的关注，普
及卒中预防的知识。图
为参加活动的市民在学
做健脑操。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苗族服饰
瑰丽多彩

日前，商合
杭 高 铁 商 合 段 、
郑阜高铁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管辖区段
正式从联调联试
转入运行试验阶
段。这两条高铁
线将于 11 月底前
具备开通运营条
件。图为试运行
列车停靠在商合
杭高铁阜阳西站。

刘军喜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