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CEO纷纷看好中国市场

外外资资撤撤离离中中国国潮潮并并不不属属实实

“中国市场是未来最重要的市场，
我们会进行更多投入。”东风英菲尼迪
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雷说，生产一
定要跟着市场走，大部分外企不仅把
中国当做生产制造国，也把中国视为
全球最大的市场。

“中国市场未来的新机遇在于
转型，转向服务业和消费，意味着保
险等服务业会扩大发展。”友邦保险
控股有限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
裁杜嘉祺说。他认为，中国保险业增
长速度目前低于ＧＤＰ，未来会超过，
中国经济转型，对友邦来说会是更
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对中国医疗市场的增长
有信心。”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安
伟杰说。他不讳言葛兰素史克（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去年因行贿而受
罚一事，强调公司仍是“中国强烈的
支持者”，会改变业务模式继续扩大
在中国的业务。

这些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ＣＥＯ的感
觉，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吻合。

当然，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不久
前也坦承，受到中国劳动力等成本上
升、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一些外企经营
不善等因素影响，少数跨国企业对中
国业务进行调整，比如日本企业关停
个别工厂，但总体上看，关停工厂的数
量是有限的。

事实上，“整体上日资企业对华投
资是增长的趋势，而不是相反的。”沈
丹阳说。

虽然“外资撤离中国”话题很吸引
眼球，但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
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总裁曲道奎感到
的却是国际巨头抢滩中国的压力。“中
国已成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四大国际机器人巨头都积极布局中
国，竞争进入白热化。”他说。

据介绍，目前瑞士ＡＢＢ、德国库
卡、安川电机和日本发那科都在中
国设立分公司及合资公司，而且仍
在不断强化布局优势。不仅如此，意
大利、美国、韩国的机器人及配套企
业也已经布局中国主要地区。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
业竞逐的最热门市场，分享中国大
餐，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中国吸引外资总量稳增，而结构
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２０１４年，服
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７．８％，占全国总量的５５．４％，较制造
业利用外资占比高出２２个百分点。

“经济全球化下资本流动是本质
特征。”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对少数外
资撤离中国的现象表示理解，但强调
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潮，“中国市
场还是很吸引人的。” 据新华社

产产业业升升级级逼逼走走少少量量低低端端外外企企
开放力度没有收紧反而更大

近一段时间，“外资大
批撤离”的消息引发各界关
注，甚至有人断言，中国制
造业熬过了２００８年，却熬不
过２０１５年。事实果真如此
吗？外资真的在大批“离场”
吗？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失
去信心了吗？在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上，商务部部长高虎
城明确指出，“外资大批撤
离”的说法不符合中国当前
的实际。

最新权威数据让“外
资撤离论”这个伪命题不
攻自破。而且，仔细分析
个别要关闭或已经关闭
中国工厂的外企，当年大
多都是奔着中国低廉的
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出口
成本来的。他们的离场，

恰恰是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的合理、必然结果。

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支
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供
给条件正在改变。过去中国
土地、劳动力资源相对充
裕，利用外资空间比较大，
如今传统制造业投资相对
饱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
到或接近上限，再走“铺摊
子”的路显然行不通。曾经
粗放发展的“三来一补”企
业正成为一些地区产业升
级的改造重点。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积
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态度
不仅没有改变，相反变得
更加积极和开放。最新公
布的２０１５年版中国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开放力
度堪称历年来最大；进一
步放宽外商投资的市场准
入、全面铺开普遍备案有
限核准制度、修订外商投
资相关法律，对外资实行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方式……通过一系
列简政放权改革，中国正
打造更公平透明的市场软
环境。

在会聚近７０位全球跨
国公司ＣＥＯ的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上，很多境外大
企业争相表达对中国市场
的信心，不断释放出对中
国市场扩大投资的积极信
号。由此，“外资撤离论”是
一个彻底的伪命题。

据新华社

水十条或下月出台

铁腕治污成新常态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瞄准工业互联网

本报讯 作为中国迈向制
造业强国的第一个十年规划，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编制引起各
方关注。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
长冯飞近日在上海表示，“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实质上就是中国版
的“工业４．０”，而“工业４．０”的
制高点在于工业互联网。这也
是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
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

冯 飞 表 示 ，“ 中 国 制 造
２０２５”文件里提出推动工业化
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和德国提
出的“工业４．０”有异曲同工之
处。“前段时间我们带队到上海
搞调研，很多企业介绍智能制
造的经验，谈工业机器人的应
用，这其实是典型的工业３．０的
内涵。如果说工业４．０引领未来
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其制高点
在哪里？应该是工业互联网。”
冯飞说。

什么是工业互联网？简单
说就是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
起来，为制造商和客户带来前
所未有的解决方案。据国际权
威机构估算，未来２０年，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至少可以给中国带
来３万亿美元左右的ＧＤＰ增量。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权威
人士处获悉，被称为“水十条”
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经
在 年 前 获 得 国 务 院 常 委 会 通
过，有望在下月出台。经过多轮
修改的“水十条”将在污水处
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
排放等多方面进行强力监管并
启动严格问责制，铁腕治污将
进入“新常态”。

上述权威人士告诉记者，
下一步环保部将陆续出台配套
措施、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即
将出台的“水十条”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
专项整治造纸、印染、化工等重
点行业；加快水价改革，完善污
水处理费、排污费和水资源费
等收费政策；健全税收政策；加
大政府和社会投入，促进多元
投资等。

“相比已经得到足够重视
的空气污染问题，从长期危害
性和治理难度等方面看，水污
染 和 土 壤 污 染 问 题 更 值 得 关
注。”该人士告诉记者，下一步
环保部将全面落实“水十条”，
源头治理将成为重点，特别是
将着力对地表与地下、陆上与
海洋污染共同治理，并实行最
严格的源头保护等制度，全面
推进山水林田湖保护、治理和
修复。“环境违法和环境执法方
面启动强力问责机制，使其受
到应有的处罚。”上述人士说。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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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关闭，微软决定逐步关停原诺基亚在华手机生产
线……面对一些这样的现象，有观察者夸大出一幅“外资大举撤离中国”的图景，其潜台词
是说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失去长久以来的魅力。那么，现象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中国
还是不是“外资友好型”国度？中国吸引外资的新政策和新机遇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在以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为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上引起热议。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３８３１家，同比增长３８．６％

最新统计显示：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１３８１．９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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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国外资使用状况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指出

２０１４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

８％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逆势而

上”，增长了１．７％，以１１９６亿美元

的利用外资规模首次成为全球第一。

消化存量债务 盘活地方资金

山山东东获获批批440000多多亿亿元元置置换换债债券券额额度度
本报记者 张頔 王茂林

财政部近日明确，已下达
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
量债务额度。省委副书记、省
长郭树清称，山东省债务清理
工作尚未完成，但债务总额预
计约1 . 1万亿元，总体风险可
控。在此次1万亿的额度中，山
东省获批400多亿元置换债券
额度。

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在
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置换债券是根据各省债务
的结构、总量等基本情况由财
政部分配，只是给省里一个额
度，各省可以在这个额度内发

债置换存量政府债务。于国安
介绍，置换债券和地方自发自
还地方债一样都是政府债券，
发行是一样的，只是用途不
同。一般债券发行用于弥补公
共预算建设资金的不足，置换
债券发行是为了把原来到期
的债务置换出来，一方面可以
减轻财务成本，另一方面延缓
债务期限。

2014年7月，山东省自发自
还地方债五年期品种中标利
率3 . 75%，七年为3 . 88%，10年
为3 . 93%，这几项利率要低于
同期国债。郭树清也在两会时
提及此事———“去年我们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利率甚至低于

国债利率，承债能力得到市场
充分肯定。”

目前，我省存量债务清
理甄别正在进行数据核实。
去年年底我省下发的《山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贯 彻 国 发

〔2014〕43号文件加强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已
提及要通过债务置换妥善处
置存量债务———“对甄别后
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存量债
务，各地可申请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置换，以降低利息负
担，优化期限结构，腾出更多
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债
券发行收入由财政部门统一
管理，按批准置换的存量债

务偿还进度直接支付给债权
人。”

据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
存量债务，只是债务形式变
化，不增加债务余额，也不会
增加今年财政赤字。以一定规
模的政府债券置换部分存量
债务，既是规范预算管理的有
效途径，又可保障政府在建项
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有利
于处理好化解债务与稳增长
的关系，还有利于优化债务结
构，降低利息负担，缓解政府
支出压力，也为政府腾出一部
分资金用于加大其他支出创
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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