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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济面临
压力，但中国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各地各
部门在不同层面陆续推出扩大开放的利好
政策，为保障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稳定提
供了有力支撑。

2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
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快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提出 30 条具体
措施，涉及科创企业、理财子公司、保险
资金投资新方向、人民币利率期权衍生
品、临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投资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等多方面内容。这充分表
明，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
的政策导向，开放的力度和节奏不会受到
疫情影响。

2月18日，商务部印发《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

知》，力争把疫情对商务发展的影响降到最
低，通知涉及诸多方面：如支持外贸、外
资、商贸流通和电子商务企业有序复工复
产；稳妥有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
目；简化对外经贸管理程序，引导企业无纸
化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加强出口信用保险
支持；积极应对境外贸易限制措施，稳定外
资企业信心；指导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改革
开放创新试点。

此外，中国还推出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
的政策组合，如采取减免企业税费、增加财

政支出、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承诺减少
审批事项和流程等措施。

当前，尽管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
压力，但许多外资巨头认为影响是短期的，
对中国市场仍充满信心。2月中旬全球知名
投资管理公司橡树资本的全资子公司——
Oaktree （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疫
情防控期间在京落户的第一家顶尖美资私募
机构，显示国内金融营商环境对外资机构具
有很强的吸引力，公司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
场持长期乐观态度。特斯拉上海工厂正扩张

产能，带领其产业链上多家企业纷纷赴华投
资。美国食品巨头百事公司斥资超7亿美元
加码中国市场……

疫情阻挡不了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中
国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打开国门
搞建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的伟大历史转折，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
鲜明标识。中国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参
与经济全球化，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
世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

越开放，越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在全
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为疫情
影响而改变，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在调整，新的经济发展
业态正形成，互联网经济、大数据、云计
算、5G、新能源、高端制造业、远程医
疗、线上教育等领域仍有许多新的发展机
遇。抓住机遇，化危为机，中国将在扩大开
放中继续与世界实现共同发展。

（作者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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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重点外资企业基本
复工复产

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有序作业、产品检
测入库……在山东菏泽，韩资企业裕罗电器
装配有限公司正加紧生产汽车线束产品。

“受疫情影响，我们的产品前阵子供不上
货，每天都接到催货电话。”公司经理成奉洙
说，“感谢当地政府帮助我们复工，现在再接
到客户电话，就有底气了。”

包括裕罗公司在内，山东有32家韩资线
束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汽车供应链占据重
要地位。为协助这些企业复工，山东省印发
紧急通知，指定复工事务专门负责人和联络
人，及时向外商投资企业传递疫情防控信
息、支持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协助外商投资
企业做好与各方的沟通。

“2月15日前，32家韩资汽车配件企业已
全部复工。”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介绍，
疫情发生以来，加上春节假期因素，外资企
业受到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人员流动
受阻、交通物流不畅、防疫物资紧缺、原材
料供应不及时等，复工复产面临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商务部及时出台政策文
件，指导外资企业用足用好应对疫情各项支
持政策措施，发挥外资企业投诉机制作用；
对于在建外资大项目，开展“点对点”服务
保障，协调解决用地、用工、水电、物流等
问题，保障企业投资按计划进行；支持自由
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强用
工、供应等跨区域对接，缓解防疫期间企业
用工、配套困难；强化与外资企业协会和外
国商会的联系机制，及时了解会员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和投资动向，有针对性地加强服务
和指导，特别是对龙头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
节企业的服务保障。

“这些措施将更好地指导各地协调解决外
资企业在投资、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影响。同时，我们还总结推
广了山东等地稳外资的好做法。”宗长青说，近
期，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已开始见到成效。

这几天，博西家电在华各生产基地正有
条不紊地运行。博西华电器 （江苏） 有限公
司副总裁兼总经理姚勇介绍，至 2 月 20 日，
博西家电大中华区位于南京、无锡和滁州的
三大生产基地实现全面复工，其中无锡生产
基地洗衣机工厂实现了 100%的复产率。“博
西家电能够顺利复工投入生产，离不开政府
的大力支持。”

姚勇表示，从申请到复工，博西家电
三大生产基地均得到当地政府部门在物流
协调等多方面的详细指导与帮助。伴随物
流 情 况 整 体 改 善 以 及 供 应 商 产 能 逐 步 恢
复，博西家电各生产基地总复产率将进一
步提高。

放眼全国，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恢复生产
经营。截至目前，上海、山东、湖南等多地
重点外资企业已基本实现复工复产。其中上
海市对 840 家重点外资企业的监测显示，截
至2月25日，复工率超过99%。

招商引资不断链，项目
引进不停步

稳存量，也要促增量。近期，又有一批
新的外资项目落户中国。

在浙江嘉兴，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与德国道默公司日前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完成
项目签约。该公司“改性工程塑料项目”计
划总投资 1200 万欧元，注册资本 1000 万欧

元，年产量可达到4万吨。
据介绍，德国道默公司计划将独山港公

司作为中国区总部，建成一座集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工厂，主要研发生

产高温尼龙等相关改性工程塑料，以满足汽
车、电子电器和消费类产品对改性材料不断
上升的市场需求。

嘉兴市商务局外资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市线上签约外资项目超过20个，主
要来自美国、德国、瑞士、西班牙、马来西
亚等国家，涉及新能源设备、环保设备、汽
车零部件、高端环保材料、医疗健康产业
园、现代商贸等。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确保招商引资不断
链、项目引进不停步？

商务部日前发文指出，创新和优化招商
引资方式。通过网上洽谈、视频会议、在线
签约等方式，整合各类招商资源，持续推进
投资促进和招商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招商机
构和平台，加大投资环境和合作项目宣传推
介力度。加强与境外各类商协会等中介组织
合作，积极开展委托招商、以商招商，组织
灵活多样的招商活动，争取一批新项目签约
落地。近日，山东省重点外商投资项目签约
仪式以视频连线形式在16个市同步举行，66
个项目集中签约，预计总投资143.9亿美元。

不仅有新项目，还有新企业。日前，经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协调注册名、注
册地、相关证明开具、经营范围等事项，全
球知名投资管理公司橡树资本的全资子公司
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

防疫期间，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建立全市金融服务快速响应网络，对外资金
融机构提供一站式注册咨询服务和管家式企
业服务。“选择在北京设立子公司，是因为
北京的金融营商环境对于外资机构具有很强
的吸引力，同时也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和资本
市场的长期乐观态度。”橡树资本相关负责
人说。

投资中国，仍是大多数跨国公司的选
择。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 月，全国新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3485家，实际使用外资875.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基本延续了去年
以来的平稳增长势头。

“相信中国制造的力量
和中国经济的韧劲”

“为做好全年稳外资工作，还应采取更有
力的措施。继续推动外资企业有序复工复
产、项目签约落地的同时，要在投资便利
化、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引资范围和领域等
方面下功夫。”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日前指出，下一
步，将继续扩大外资准入领域，提升电信、
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领域的利用外资
水平，压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提升开放平台，指导自贸试验区加快
改革开放创新试点，更好发挥国家级经开区
稳外贸、稳外资生力军的作用。加强外资合
法权益的保护，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
系。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实施好 《外商
投资法》及实施条例。

政策支持与市场潜力的叠加，增强了
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2 月 10 日起，
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英飞凌无锡工厂生
产线逐步恢复正常运营。“虽然此次疫情给
我们带来了短暂的挑战，但我们始终相信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劲和市场潜力，相信在
政府的领导与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中国经
济一定能重现非凡活力。”英飞凌科技大中
华区总裁苏华说，英飞凌在中国市场的长
期发展战略不变。

美国知名制造业企业霍尼韦尔在华有 21
家工厂，现已全面复工。霍尼韦尔中国总裁
张宇峰说：“这 21 家工厂，不仅承担中国客
户的订单，也担负世界其他地方的订单。我
们相信中国制造的力量，也坚信中国经济的
韧劲。”

“近期，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许多外资企
业表示，相信中国一定能很快战胜困难，继
续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疫情没有影响他
们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决心和信心。”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表示。

张建平认为，总的看，尽管这次疫情可
能会在短期对中国吸引外资带来一定的负面
影响，但考虑到外商投资更多考虑中长期情
况，同时中国加大稳外资力度和继续扩大开
放，这样的短期影响是有限的。“长远来看，
中国吸引外资仍有优势、潜力很大，总体稳
定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外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新项目大项目接连落地——

信心不减，外资持续看好中国
本报记者 邱海峰

2 月 25 日，一场“云签约”仪式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

21个外资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7亿美元，浦东新区实现了今

年引进外资“开门红”。

更引人关注的是，21个项目大多来自全球行业龙头，包括

全球建筑机械制造行业领导者瑞士利勃海尔的总部项目，全球

医疗器械巨头德国西门子医疗设立的创新研发项目，全球最大

的石油公司之一埃克森美孚投资设立的汽车后市场服务项目

等。这些大项目纷纷落地，折射出外资对中国市场持续看好。

如何把新冠肺炎疫情对外资的影响降到最低？近期，针

对外资企业在投资、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各地各部门

及时制定支持外资企业专项政策，开展“点对点”服务保

障，打出稳外资组合拳。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市场对外资的

吸引力不会变，未来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稳外资政策措

施加快落地，全年外资基本盘能稳住。

左图：2月27日，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
区青岛浦项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将
成品不锈钢卷吊装到销售运输车辆上。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右图：2 月 24 日，特瑞堡轮胎工业
（河北） 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上图：日前，施耐德梅兰日兰低压（天
津）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车间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