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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贸易延续良好势头 2021 投洽会引导产业投向

日前，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合

资合同在福建正式签约，签约仪

式以视频连线“云签署”方式举

行。

根据合同，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与福建石化集团将成立一家合

资企业，拟投资约 400亿元人民

币，在福建古雷石化基地建设并

运营一座世界级大型石化联合

体———中沙古雷乙烯项目。福建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沙特是

最早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之一。该项目是“中沙产能与投资

合作重点项目”，对于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 愿

景”对接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福建省经济运行

全面加快增长，稳中向好，国际

投资贸易创历史新高。上半年，

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8599.63

亿元，同比增长 39.1%；实际使

用外资 240.4 亿元，同比增长

12.8%，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

用外资同比增长 45.9%。

福建将进一步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9月 8日至 11 日，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

会———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简称“投洽会”）

在厦门市举办。本届投洽会重点

邀请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RCEP 成员国参加会议，

将加强“双向投资促进”“权威信

息发布”“投资趋势研讨”平台建

设，精心策划对接洽谈活动、着

力推动“展、谈、会”紧密衔接、深

度融合，并再度优化升级“云上

投洽会”，开展云展示、云对接、

云洽谈，释放数字技术对投资促

进的赋能效应。

中国一直是外商投资的重

要目的地。近四年来，引资规模

一直稳居全球第二，尤其是去

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

了约 40%的背景下，中国吸收

外资逆势上涨 4.5%。

今年 1-7 月，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 6721.9 亿元人民币（不

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同比

增长 25.5%，折合美元同比增

长 30.9%，延续了去年下半年

以来的良好势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在 8 月 19 日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外商在华投资的预

期和信心总体稳定、稳中向

好，美、欧、日等外国商会发

布的报告显示，近三分之二的

美国企业、59%的欧盟企业和

36.6%的日本企业计划扩大在

华投资。

本届投洽会以“新发展格

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主题，

将举办 2021 国际投资论坛、

2021“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

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

会等系列主题鲜明的活动。据

了解，本届投洽会项目库已收

集各类投资项目 1.6 万多个，

通过“云上投洽会”开展预撮合

及路演对接，大会期间将举办

30 多场投资洽谈及项目对接

会，邀请 200 多家投资机构参

加，有近 1000 个项目将在大会

期间进行路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半

年中国服贸增长共享最大的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中

国的对外贸易对象开始转向，

从过去欧美目标市场为主，转

向了以发展国家，比如“一带一

路”、金砖国家和 RCEP 成员

目标市场为主，所以当前中国

投资人的国际投资机遇也集中

在发展中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八年来，共

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丰硕成

果。贸易畅通不断深化，

2013-2020 年，中国与沿线国

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 9.2 万亿

美元。同时，投资合作持续提

升，2013-2020 年，中国对沿线

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达 1360 亿

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

累计达 2.7 万家，实际投资累

计约 600 亿美元。

在开拓朋友圈的过程中，

机制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截

至目前，172 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与中国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朋友圈

越来越大。商务部推动建立了

90 多个贸易畅通、投资合作、

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双边合作

机制，务实解决合作中遇到的

问题。

盘和林表示：“服贸会、投

洽会等重要平台的主要目的

是对接，对接服贸的供需双

方，一方面展示中国的科技和

产品，另一方面也引入国外的

投资者和客户，对接供需，推

进中国投资贸易的开放进

程。”

作为双边投资的重要平

台，本届投洽会在吸引外资方

面，将举办全国投资促进机构

联席会议等活动。在对外投资

方面，将首次发布《中资企业国

别发展报告》，并且举办助力中

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讨会、

台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等主

题活动。在加强双向投资相互

促进方面，投洽会将首次举办

中外投资促进机构工作会议，

而且还将举办领航中国———国

际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中

美省州绿色低碳合作论坛暨对

接会等活动。各省市以及专业

机构还将举办一系列的投资促

进活动。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起点，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核心区，将借助投洽会

的平台，进一步深耕“一带一

路”。

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在今

年 7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正在实施海丝核心

区的建设提升行动，八大标志

性工程，包括数字丝路、丝路投

资、丝路贸易、丝路海运、丝路

飞翔等等。福建将围绕着这些

重点工程、重点领域来加大招

商引资项目，在投洽会期间举

办‘丝路海运’国际合作平台、

‘丝路电商’国际合作论坛、境

外经贸合作园区投资推介会等

等，可以有利于我们同‘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的交往和经贸等各

领域的合作创新发展。我们也可

以用好侨务资源，福建是侨务大

省，有 1600 万闽籍华人华侨，遍

布世界近 200 个国家，我们打好

侨牌，通过投洽会也可以助力闽

商侨商回归工程，发挥好侨商侨

企以及国际化这些重要资源和力

量。”

盘和林认为，福建是传统华

商的发源地，在国际上，福建商人

享有盛誉，所以福建可以借助乡

土，发挥海外华人尤其是闽越华

商的力量。另外，福建应该发挥靠

海优势，推进海运贸易和海运服

务。因地制宜的开拓海外市场，重

塑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趋势加快，国际投资越来

越聚焦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

点产业和前沿科技。

今年以来，多个领域对外投

资持续增长，地方企业继续发挥

主力作用。1-7 月，流向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8.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2.9%；流向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交通

运输、居民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也

呈增长态势。

在吸收外资方面，也呈现技

术含量高的特点。今年上半年，高

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924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9.6%，占比为

历史同期最高。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增长 29.2%，如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两

个行业分别增长 45.4%和 34.2%。

国泰君安发布研报称，后疫

情时代，供需缺口及产业发展势

能转变的核心驱动下，科技成长

行情并非仅为风险偏好提升下的

短期情绪化产物，而是当前中长

期维度，产业趋势最为确定的方

向。

据了解，本届投洽会将举办

国际工业互联网大会、中国国际

绿色创新技术产业品展、中美省

州绿色低碳合作论坛暨对接会等

一系列的精品活动，还将发布

《2021 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

资企业国别发展报告》等权威信

息，展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

物科技、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和

前沿科技，持续引领国际投资，引

导产业投向。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

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产业发展

馆围绕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

慧城市、生物医药这些重点产业

和新兴经济设置不同的产业专

区，各行业的企业客商都能够找

到潜在的专业的合作伙伴。

郭宁宁表示，投洽会作为一

个重要平台，在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目标是打造国内大

循环重要节点、国际国内双循环

重要通道、重要枢纽平台，同时

也发挥好福建所拥有的侨商侨

企和国际化重要资源、重要力

量，服务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从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来

说，可以借助投洽会平台来谋

划、生成对接更多的大项目、好

项目，特别是紧密结合“十四五”

规划、福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打

造千亿产业集群、百亿龙头企业

和万亿主导产业。同时通过这样

的平台，可以把投资端、生产端、

贸易端、消费端紧密连接，在区

域内形成循环，也可以跨省区甚

至跨国境形成大循环。

根据《福建省“十四五”商务

发展专项规划》，在提高利用外

资质量效益方面，福建将推动精

准招商。其中，围绕集成电路、新

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建链延链

补链强链，突出招大引强，争取

落地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引领

性强的龙头项目。完善外资鼓励

政策，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技术产业引资力度，引导外资流

向智能制造、生物医疗等先进制

造业领域，加强创新链、产业链

和价值链相互对接。围绕行业龙

头企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开

展上下游配套项目招商，拓展产

业链招商渠道，构建结构合理、

特色鲜明、梯次分明的产业链分

工体系。

不过，盘和林也提醒，当前

全球供应链出现混乱，中国提前

摆脱疫情成为全球供应商，此时，

要注重支持对外贸易的企业，扩

大国际市场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

的市场占比，要提供各类工具，包

括融资、洽谈会等形式的支持。当

然，在利用外资和引导产业投向

方面，要注重打造好的营商环

境，尤其是要完善负面清单。

（4/5 版内容《厦门日报》《福

建日报》《第一财经》）

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稳居世界前列

紧扣投资热点，引导产业投向

□何禾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