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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突围奋力突围 ⑩⑩

本报北京4月20日电（记者王俊岭） 日前，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司
局负责人就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保供工作情
况做了介绍，并就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目前，我国粮食储备是充足的，口粮完全自
给，米面随买随有。”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
长刘莉华表示，今年年份特殊，中央采取了一系列
超常规的措施来稳住粮食生产，政策力度和工作力
度是多年少有的。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抢抓农时开展
春管春播，粮食生产有了一个好开局。

从夏粮情况看，西南地区小麦已经在灌浆成
熟，增产趋势明显；江淮、黄淮地区小麦正在孕穗
抽穗，长势也总体好于上年，夺取丰收有基础、有
希望。针对今年受暖湿气候影响，小麦条锈病、赤
霉病发生较重的问题，各地也及时开展统防统治和
应急防治，防治面积是发生面积的 1.6 倍，基本做
到了应防尽防，前期快速扩展的态势已经得到有效
遏制。

从春播情况来看，春播的粮食面积是全年面积
的一半以上。今年春播粮食面积意向是一个增加的
态势，特别是早稻面积有望遏制连续 7 年下滑势
头，实现恢复增加。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数据显
示，截至 4 月 18 日全国春播粮食已经完成意向面积
的 21%，进度比去年快 1 个百分点。早稻育秧已经
结束，大田播栽已经过了 8成，进度比去年快了 2.4
个百分点，基本上早稻可以做到“不插五月秧”。
目前，秧苗长势比较好，为恢复双季稻生产开了一
个好头。

本报北京 4月 20日电 （记者李婕） 受疫情影
响，中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诸多挑战。4 月 20 日，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方面介绍，
一季度央企收入效益大幅下滑，但央企总体运行保
持平稳态势，多数企业盈利状况明显好转。

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企业经营活动基本恢复。
中央企业 2 月底复工复产率超过 90%，目前已达到
99.4%。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建筑、汽车、旅游等企业
克服困难在同行业率先复工。承担重点工程、重大
项目的中央企业全力保重点保进度。

多数企业盈利状况已明显转好。中央企业3月当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万亿元，已恢复至 1月水平；有
11家企业一季度已实现同比增利；有 43家企业 3月
当月盈利水平恢复至上年月均水平；有 37家企业效
益降幅比1-2月收窄10个百分点以上。

重点行业投资平稳增长。受防疫期间部分停工
停产影响，一季度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647.6亿元，同比下降4.5%，但3月份完成投资同比
增长 4.1%，月度投资规模已恢复至正常水平。从重
点行业看，一季度石油石化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12.4%，电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
月份电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3%。

企业财务结构基本稳定。3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
产负债率 65.6%，同比下降 0.1个百分点；56家企业
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37 家企业降幅超过 1 个百分
点；带息负债比率40.3%，同比持平；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等同比小幅提升，整体偿债能力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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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信心，稳住外资基本盘
本报记者 王 珂

国际直接投资更加低迷、跨国投资观望情绪加重、全球吸引外资竞争加剧、传统招商引资活

动受限、在华外企生产经营承压……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利用外资工作带来多重压力。

当前，外资对全国税收贡献约18%，外资高技术产业企业数占全国约1/4，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

总部和研发中心逾2000家。稳住外资基本盘，有利于对冲疫情影响，也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对外开放，不容小视，不可放松。

抗疫期间，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一场稳外资的战役也同步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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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上海实到外资同比增长 4.5% 新增
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 15 家。图为上海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面对疫情，天津外企推进复工复产的脚步不停
滞。图为工人在位于天津开发区的一汽丰田生产基地进
行生产作业。 （新华社发）

▶随着重庆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加快产能
恢复，产业链稳定。图为重庆市沙坪坝区沃尔玛超市凤天
路店内，市民正在选购商品。 孙凯芳摄 （人民图片）

精准施策，携手外企共克时艰

在施耐德梅兰日兰低压 （天津） 有限公司的车间
里，全自动化生产线一派繁忙。微型断路器源源不断下
线，走进全球消费者家中。公司总经理郑智淞告诉记
者：“说实话，过去一段时间，天津厂的压力可真不
小。”施耐德电气在天津、武汉各有 1 家工厂生产高端
微型断路器。疫情来袭，订单按时交付几乎没了指望。

在郑智淞看来，工厂这么快恢复正常产能，与当地
政府部门不遗余力的协调密不可分。天津开发区将辖区
划分为 32 个网格，每个网格内有专人对外企“一对
一”帮扶，精准推动复工复产。

疫情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较大冲击。对此，中
国早谋划、早行动，摸排困难、精准施策，携手外企共
渡难关，连连出招“稳外资”，让众多来华投资的外商
感受到温暖、增强了信心。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在扩大对
外开放中推动复工复产，努力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
作，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全面做好“六稳”工作。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
议要求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一系列决策部署为稳住
外资基本盘指方向、夯基础。在“稳外资”第一线，各
地各部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稳资引资，最大程度
降低疫情造成的负面效应。

摸排企业困难，走“深”走“细”——
2 月下旬，上海对 700 余家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和部分潜在总部企业开展全覆盖走访、对5万家外资企
业开展全方位联系服务，及时了解外企防疫情况，解决
外商在经营和复工复产复市方面的难题。

一些省份的商务部门迅速建立省市县三级疫情防控
联络机制，密切关注外企受疫情影响及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开展线上问卷调查等方式，安排专人主动联系重点
外企去“搭把手”。

解决实际问题，要“快”要“准”——
疫情发生后，中外合资企业北京倍舒特积极转型生

产口罩。转产过程中，招工和许可证成了两大难点。了
解企业诉求后，北京密云区和市经信部门现场调度、现
场办公，先解决生产许可证问题，又协调其它服装厂支
援工人，仅用 4 天，该公司的口罩生产线就正式投产，
产能每天达30万只。

复工复产，原材料供应要跟上。江苏的三星半导体工
厂正常开工，但原材料的最大供应商仙桃健鼎电子停产，
其它供应商减产，导致原材料不足，影响产能。江苏省相关
部门紧急联系昆山竞陆电子和鼎鑫电子，转达三星的具体
供货诉求。随后，竞陆和鼎鑫均表示优先保证三星的订单。

出台帮扶政策，又“稳”又“实”——
商务部加大外资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力度，先后推出

一系列政策。4月 1日，商务部又印发有关通知，从全
力支持外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外商投资
环境等5方面提出24条实招。

各地也在力争让更多外企享受到政策红利。北京帮
助协调解决外企采购、物流、税收、社保金、房租、融
资等问题，让企业在稳经营、减负担、金融给予支持等
方面增强获得感。受益于有关部门协调支持，一些外企
得到了社保费用减半缴纳、住房公积金缓缴、采购急需
防护物资等实实在在的帮助。

创新方式，激发引资更大活力

2月上旬，挂牌仅一个月的湖州德清经济技术开发
区签下复工后的招商“第一单”。跟传统的招商引资不
同，这次德清经开区尝试“云招商”，与投资方企业负
责人进行视频会议，通过网络洽谈、网络签约，最终拿
下总投资5亿元的中外合资项目大单。

“从去年11月开始，我们就和德清经开区接触并基
本达成了投资意向，原本打算过完年就签约。”项目投
资方财务总监须怡婧说。疫情发生后，须怡婧原以为签
约时间要延后，不料德清经开区提出，通过网络会议进
行签约。现在，该项目落地事宜稳步推进。

稳外资，不仅是稳住存量，还要促进增量。疫情让
招商引资一度陷入“招商人员出不去、投资客商进不
来”的窘境。由于不能现场考察洽谈，部分在谈项目也
不得不暂停或延缓。

更严峻的挑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蛋糕”也有大
幅缩小趋势。联合国贸发会议3月26日发布的《全球投
资趋势监测报告》认为，受疫情加重的影响，2020年至
2021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下降 30%-40%，这比该机
构3月8日预测的同类数据又有大幅降低。

内外承压，招商、安商、稳商，不创新不行！
举办“云上投资峰会”、启动“云端会客厅”、开展“云洽

谈”“云签约”……各地借助互联网平台，创新招商引资工
作方式，让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的投资合作再次运转起来。

近日，志信（德国）进口医疗器械总部及生产基地项目
与四川成都青白江欧洲产业城远程签约。从洽谈到签约，
只用了不到两星期，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当地的创新尝试。

疫情发生后，青白江欧洲产业城第一时间分批次梳
理重点在谈项目、签约未注册项目、注册未开工项目，
并分门别类建立台账、制定对策。整理资料过程中，该
产业城捕捉到志信 （德国） 正选址落户的信息。志信主
要从事德、美进口医疗器械整机及零部件总装，产业方
向和欧洲产业城高度匹配。在经过多次视频会议的接
触、磋商后，一份双赢的签约很快达成。

“云招商”“云签约”方兴未艾，一次次远程洽谈、
在线招商、在线签约等接连举办，一批批带动力强、示
范效应明显的项目落地开花。通过“面对面”“屏对
屏”，江苏省签约外资项目 118个，预计投资总额 143.6
亿美元，其中超亿美元项目 38 个。为确保招商引资不
停摆，“选择山东”云招商系统紧急上线。自 2月 14日
起开展了 5 场“屏对屏”招商、线上招商“城市专
场”，分别举行重点外资项目推进会和重点外资项目视
频集中签约仪式，与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国家
和地区投资者“屏对屏”签约。

多措发力，营造长期引资优势

在霍尼韦尔 UOP 张家港工厂，4 条生产线马力全
开，工人已恢复日常的“四班两运转”状态。“霍尼韦
尔在华工厂不仅承接中国客户的订单，也担负世界其他
地方的订单。我们相信中国制造的力量，也相信中国经
济的韧劲。”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张宇峰说。

近日，美国零售巨头开市客宣布将在上海开设中
国大陆第二家门店。开市客闵行店内，每天消费者络
绎不绝。14 亿多人口、4 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不
断升级的中国消费市场，为稳住外资基本盘提供了最
牢靠的保障。

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近日公布最新的电动汽车计
划，将与一汽合作，在天津建造一座电动汽车工厂，
两家公司将在该项目中投资约 12.2 亿美元。该工厂预
计年产 20 万辆纯电池、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
车……

一些跨国公司没有因疫情而犹疑不前，反而加快了
在华投资布局步伐。

中国美国商会 2020 年 《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
称，长期来看，中国仍会是大多数在华美资企业的重点
市场。华南美国商会报告显示，75%的受访企业表示，
不会改变在华再投资计划。

全 球 疫 情 对 跨 国 投 资 的 影 响 仍 在 发 酵 。 稳 外
资，既需要短期施策，努力为外资企业排忧解困、共
渡难关，更需要着眼长远，继续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
的信心。

3 月 10 日上午，上海市政府公布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持续打造吸引外资新高地的 24 条举措，涉及
扩大开放、外资促进、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和强化外
资保护四方面。当天下午，上海相关部门就在一家外
资超市里举行通气会，向近 10 家外企代表解读政策
新规。

这“24条”中有一条，即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
港新片区按照“一项目一议”的方式，争取在电信、科
研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实现更大力度的
开放。有外商3月10日上午看到这条规定后，立马打电
话到上海市商委，申请“尝鲜”。

东部加速跑，中西部也紧跟。
台湾烘焙品牌“御品轩”在陕西市场深耕近 20

年。受疫情影响，今年 2—3 月，“御品轩”半数直营
店暂停营业。面对压力，企业扩大微信小程序销售范
围，并入驻 3 家社区电商销售平台。期间，线上销售
额占总销售额的 30%。目前“御品轩”全部直营店已
恢复营业，企业同步对接电商平台，扩展线上销路。

“政府展现出的执行力，让我们很安心，也很有信
心。”经此一“疫”，公司副总经理林荣昌更加看好当
地的营商环境。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长15.5%，占服务业比重达29.9%，其中信息
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同比各增 28.5%、
62.4%和95%。

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优化环境、提升服务……随
着一项项稳外资政策落到实处、渐显成效，会有更多外
商来华投资兴业、共享中国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