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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正
面临困难和挑战，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撤
资中国”的声音。“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
要扩大改革开放。”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实现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疫情之下走出困
境的内在要求。

作为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简
称《外商投资法》）于2019年3月15日通过，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该法取代原有的《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和《外资企业法》，成为外商投资领域的“基本
法”。同时施行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实施条例》（简称《实施条例》）等配套
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这些配套规则为《外
商投资法》的实施和适用提供必要指引和保
障，共同开启对外开放和外商投资法治建设
的新篇章。

中国对外开放立法肇端于外商投资立

法，切实保护和有效促进外商投资也是我国
的一贯立场。新一轮外商投资立法是应国际
国内形势变化和现实需求，对既有外商投资
法律制度进行整体性、根本性变革的“大手
笔”，以法律形式固定和确认了 2013年以来
我国在外商投资领域的所有重大改革措施，
特别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为核心的相关改革，堪称外商投资立法领
域的一座里程碑。

《外商投资法》 创新性地构建了统一的
外商投资行为法，丰富和拓展了外商投资的
内涵和外延，凸显了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
全面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

资准入管理制度。《实施条例》 等配套规则
对若干关键概念、关键规则和关键制度作出
了澄清、细化和衔接，强化了内外资一致、
强化了投资促进和保护、强化了相关法律责
任，符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总目标，形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更
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实施条例》投资促进章
和投资保护章共计27条，远多于投资管理章
的8条，与《外商投资法》的条款比例相比，促
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基调更加突出。

接下来，还应进一步完善 《外商投资
法》 及其配套规则。例如，《外商投资法》
第13条规定，“国家根据需要，设立特殊经

济区域，或者在部分地区施行外商投资试验
性政策措施”。关于“特殊经济区域”，《实
施条例》明确了其内涵，但未解决其与“部
分地区”的关系问题。这些还需要在《外商
投资法》的实施和适用过程中予以进一步澄
清、回应。

中国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应当以
《外商投资法》 的实施为契机，全面落实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效提
升外资促进和保护力度，进一步改善和优化
营商环境，保持和增强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
引力。

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压减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增强外商投
资信心；同时深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
推动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
台建设。落实公平竞争制度，保障外资企
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各项支持政策，平等
参与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工作，营造更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持续
提升服务，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
让每一家外资企业都能享受到政府高效、
便捷、优质的服务。

开放之门越开越大，还会有更多的外商
来华投资兴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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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外资促进和保护力度
廖 凡

加码中国市场
■ 一季度上海新增外资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10家；3月份在华美
资、日资企业投资意愿明显增强

“项目动工，是埃克森美孚在中国这一重
大投资项目进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埃克
森美孚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立帆
在开工仪式上说。

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将分两期建
设，一期预计 2023 年建成，主要包括 160 万
吨/年乙烯裂解装置和中下游茂金属聚乙烯、
高端聚丙烯等大宗产品。一期竣工投产时，
二期建设也将启动。其中，一期项目建设达
产后，每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390亿元。

万立帆表示，项目投资规模大、附加值
高，对公司有战略性意义，对双方是互利共
赢的。“埃克森美孚希望积极参与到中国制造
业中，利用先进技术生产可持续的高性能产
品，帮助满足中国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个别国家宣称“让
企业撤出中国”，放出“外资撤离中国”的论
调，但市场的反应显然更有说服力。

3 月 31 日，一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活动在上海举行，其中博世资本管理总部、
三菱商事金属贸易 （中国） 公司、山姆中国
旗舰店等一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160 亿
美元。

作为零售巨头沃尔玛旗下高端会员制超
市，山姆会员商店在中国已开设 20 多家门
店，此次进一步加码中国市场。山姆会员商
店中国业务总裁文安德说，中国首家山姆旗
舰店将于2021年在浦东开业，这也将是山姆
在中国运营的最大独栋建筑。“预计到 2022
年底，山姆在中国将有40至45家开业及在建
门店。我们非常兴奋地在山姆快速发展的宏
图中迎来全新的旗舰店，这代表了我们对会
员和中国市场的承诺。”

立足中国、看好中国，外商来华投资意
愿依旧强烈，新项目加快落地。

今年一季度，上海已举办两次外资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累计签约外资项目 129 个，
投资总额239亿美元，其中投资额超过1亿美
元的项目近30个，新增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10家、外资研发中心5家。

“无论是一个个投资意向的成功签约，还
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上海集聚全球资源、设置
总部机构，都充分表明了外资企业继续看好
中国、看好上海的决心和信心。”上海市商务
委副主任杨朝表示。

来自商会机构的调查也显示，外国投资
者信心正逐步增强。华南美国商会疫情影响
报告显示，75%的受访企业表示，无论疫情
影响如何，不会改变在华再投资计划。中国
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等商会机构近期所做的调查也显
示，3 月份以来，在华美资、日资企业生产
经营趋于好转，投资意愿比 2 月份明显增
强，考虑调整产业布局的企业数量很少。

“总体上看，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
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没有也不会出现大规
模外资撤离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说，事实表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
热土。

经营走向正常
■ 在华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

稳步提升，截至 4 月 14 日，复产
率超过70%的企业占72.8%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
固、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外资企业在华生产
经营逐步走向正常，订单完成情况不断好转。

在天津，已复工复产两个多月的一汽丰
田生产基地内一派忙碌的景象。天津一汽丰
田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黎明介绍，一
汽丰田全国 487 家一级供应商全部复工，天
津基地产能恢复至100%以上，每天下线车辆
2000台左右。

放眼全国，在华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稳
步提升。据商务部对全国8700余家外资重点
企业的调查显示，截至 4月 14日，复产率超
过 70%的企业占 72.8%，较上周提高 0.9 个百
分点。其中，中国华南地区 98%的日资企业
已恢复生产，开工率达到 100%的企业占

41.4% ， 开 工 率 为 80% 至 100% 的 企 业 占
42.3%，其他地区日企复工也取得积极进展。

“在华生产率先恢复，有力支持了日企经
营和稳定发展，已有很多日企表达了对中国
市场的信心和进一步开展对华投资的意愿。”
高峰说。

日前，知名特许经营连锁式便利店罗森日
本总部决定，在去年增资约2亿元人民币的基
础上将再增资 2 亿元以扩大在华投资。“疫情
期间，罗森线上销售得到很大提升，外卖销售
比例提高，相信这块业务将来会是增长点。”罗
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三宅示修说。

中国经济展现出的巨大韧性，特别是中
国市场潜力的逐步释放，在当前疫情在全球
蔓延、世界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有效提
振了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和预期。

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指出，疫
情之下，企业销售模式发生了新变化，不少
品牌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消费者“足不出
户”就能购物。疫情过后，预计中国市场将
迎来反弹。“目前，企业在积极准备第三届
进博会的参展事宜。”

总部位于芬兰的维美德，是全球领先的
制浆、造纸和能源产业的开发者和供应商。

“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内原有设备订单反倒
有新的增长，预计我们今年在华业务不减反
增。”维美德中国区总裁朱向东说。

“此前公司 95%的产品都是出口，但海
外疫情持续蔓延，订单下滑，我们正和韩国
总部商讨着力开拓韩国和中国国内市场。”
韩资企业青岛迪世亚制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文学说，不久前公司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抖
音上开设了账号，加大线上推广力度。“虽
然账号开设时间不长，但业内关注的人不
少，相信持续做下去会有不错的效果。”

欢迎外资来华
■ 中国将继续优化外商投

资环境，提升外商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

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中国的态度和
行动很明确：支持！

从项目储备到纳入规划再到用海用地批
复，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只用了一年多
时间就完成了关键审批事项并实现顺利开
工，跑出了“中国速度”。

“之所以选择惠州大亚湾进行投资，除
了大亚湾开发区是国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
一、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外，还有
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制定和执行
透明清晰，政府运作高效并且大力支持外商
投资发展。”万立帆说。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不断加强外资企
业服务：江苏建立省、市、县 （区） 三级
服务协调机制，协调推进霍尼韦尔、LG 化
学等多家跨国公司的配套企业同步复工；
山东向21个省市发送请求协助复工函，“点
对点”跟踪推进省内 45 家外资企业的 202
家配套企业复工；广东密切跟进巴斯夫、
埃克森美孚、中海油壳牌三期等在谈在建
重点项目，加快项目进程；上海今年对 700
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开展全覆盖走访，
联系了近7成在沪外资企业，帮助解决防疫
物资、上下游协同复工、物流运输、融资
需求等方面问题……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袁达指出，
将继续做好稳外资各项工作，进一步推动外
资项目和企业复工复产，着力帮助解决复工
复产难点堵点，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复工
复产，各项援企政策同等适用于内外资企
业。对于符合条件的制造业、服务业重大外
资项目，将按程序纳入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
班协调范围；在实施好前三批重大外资项目
的基础上，今年将推出第四批重大外资项
目；推动重点省市建立健全地方层面的重大
外资项目专班机制，全面提升外资项目服务
水平。

“既要立足当下，也要考虑长远。”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
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认为，针对外资企业当前
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具体举措的同时，还应
围绕做好全年稳外资工作采取更有力的措
施，包括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外商
投资环境等。

日前，商务部推出 24 条稳外资措施，
明确将加快修订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
一步压减条目，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

放；出台 2020 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加快自贸试
验区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出台进一步扩大开
放和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严格落实 《外商
投资法》 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取消各级商务
主管部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
的审批或备案，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

“我们将继续推进扩大对外开放，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外商长期在华投资
经营的信心，稳存量、促增量并举，全力做
好今年稳外资工作。”高峰表示。

又一批跨国公司在中国启动新项目、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

外资来华热情不减
本报记者 邱海峰

4月22日，埃克森美孚广东惠州乙烯项目正式开

工。这一总额达100亿美元的投资，是美国企业在华

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

不仅仅是埃克森美孚，美国会员制仓储连锁超市

开市客宣布在上海启动其位于中国内地的第二家门店

项目；日本丰田计划与一汽合作，在天津投资兴建电

动车工厂；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商店宣布将在上海开

设旗舰店；星巴克将在江苏昆山投资1.29亿美元建造

绿色环保的咖啡烘焙工厂……

就在“外资撤离中国”论调又一次响起的同时，

一些跨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投资布局的步伐。对此，

相关人士指出，“外资撤离论”完全站不住脚，中国

没有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情况，仍然是外商投

资兴业的热土。

上图：4 月 21 日，一名工人在青岛迪世亚制钢
有限公司车间里进行钢丝绳卷取作业。

王海滨摄 （人民图片）

右图：日前，在位于山东省博兴经济开发区的
诺力昂化学品 （博兴） 有限公司，工人在使用自动
灌装设备灌装甘油产品。

陈 彬摄 （人民图片）

上图：4 月 23 日，在辽宁省鞍山经济开发区，
德科斯米尔 （鞍山） 线束系统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车间
内生产汽车线束。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