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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连续两个月下降
商务部１６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７月当
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１９７２家，
同比下降７．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７５．８亿
美元
（ 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
同比下降８．７％，
连续两个月负增长。
１至７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１３６７７家，同比下降１２．３％；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６６６．７亿美元，同比下降３．６％。

全球投资流向发生变化
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去年１１月
至今年４月，中国ＦＤＩ曾连续六个月出现负
增长，
５月份略微实现正增长，而６、７两月
又再次陷入负增长困境。
“ 今年外资持续下降，特别是这两个
月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从国际看，世界
经济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跨国
公司战略布局新热点等因素，导致全球直
接投资流向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从国内来
看，土地供应趋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等，使中国吸收外资的竞争优势有所弱
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
联合国贸发会议７月份在日内瓦发布
的
《 ２０１２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２０１２年
全球直投增长速度将放缓，流量约在１．６万
亿美元水平上下浮动。主要数据表明，全
球跨境并购以及新建投资总额在２０１２年

头五个月有所下降。
据商务部统计，欧洲债务危机久拖未
决使得欧盟对华投资持续低迷。１至７月欧
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３９．７亿美元，同
比下降２．７％。

撤离渠道的资金流出仅增长１５％。

跨国公司愿扩大在中国投资

记者了解到，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不久
前与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
座谈，这些跨国公司的负责人都表示，将
把扩大对中国投资作为他们的发展计划
吸引外资优势仍将长期存在
一些机构认为，在华外资已产生
“ 制 和目标。
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也显示，
造业回流”现象，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
７６％的美资受访企业预期２０１２年在华运营
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的问题。
《 商业信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吸收外资 收入将超过２０１１年。欧盟商会的
出现负增长只是暂时现象。随着中国经济 心调查》，也得出相似结论。
尽管如此，专家指出，由于劳动力成
的快速发展和转向内需拉动，吸引外资的
优势正从传统的成本优势向综合优势转 本的上升、绿色环保节能的硬约束，今后
中国应更加注重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变。加上中国政治稳定，法制建设不断完
变化正在悄然发生。从
“ 招商引资”
善，投资环境日益成熟，吸引外资的综合
到
“ 招商选资”，近年来，中国利用外资更
优势还将长期存在。
沈丹阳称，
根据商务部监测，
迄今尚未 加注重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而不是简单
发现已经在华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 关注引资规模。
与传统制造业相比，中国高度开放的
撤出的情况。不过，
他认为，
从中长期来看，
不排除这种
“ 回流”体现为美国和一些欧 服务领域已成为吸收外资的新亮点。１至７月
盟国家的制造业减少对外投资，包括减少 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７２８５３份，合同金
对华投资的情况，
对此商务部将密切关注。 额３２０．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８．１％；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５２．７％。
国家外汇管理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 ２３１．９亿美元，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表示，从中长期
佐证了沈丹阳的说法。统计显示，上半年
境外直接投资项下中方拥有主导权的资 看，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有比较强的综
金流出增长７４％，而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 合优势，预计今年全年利用外资将稳中有
据新华社电
投资撤资、外方投资收益汇出等外资主要 升。

》图看世界

》热点
去年各省万元 ＧＤＰ 能耗
北京最低宁夏最高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能源局１６日公布了２０１１年各省区
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能耗等指
标。绝对值最低的是北京，万元ＧＤＰ能耗
为０．４５９吨标准煤；最高的是宁夏，为２．２７９
吨标准煤。降幅最高的是北京，比上年下
降６．９４％；海南、青海、宁夏和新疆则分别
比上年上升５．２３％、
９．４４％、
４．６０％和６．９６％。
２０１１年全国万元ＧＤＰ能耗为０．７９３吨标准
煤，降低２．０１％。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会见
朝鲜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１６日下午在北京
会见来华出席中朝两个经济区开发合作
联合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朝鲜劳动
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一行。王家瑞祝
贺中朝两个经济区开发合作联合指导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积极评价
近来中朝关系发展成果。

马鞍山长江段发生轮渡沉没事故
１２人失踪
１６日１点４０分左右，安徽省马鞍山长
江段发生一起轮渡沉没事故，该轮渡核载
１４车位，实载５辆货车、３辆轿车和２辆电瓶
车。截至昨晚，有９人被救起、
１２人失踪。

陕西府谷一煤矿发生冒顶事故
１８人被困井下情况不明
１６日２１时４０分，从陕西省榆林市政府
值班室发布消息，府谷县瑞丰煤矿发生冒
顶事故，目前有２人已安全升井，仍有１８人
被困井下，
情况不明。

“ 启德”预计 １７ 日登陆
国家海洋预报台
发布海浪、
风暴潮红色警报

当地时间８月１５日，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克利埃勒姆附近，消防飞机向遭到山火威胁的房屋喷洒阻燃剂。

新华社 图

受今年第１３号台风
“ 启德”影响，国
家海洋预报台已将海浪、风暴潮预警级别
同时提升为最高等级红色。台风
“ 启德”
的中心１６日１４时位于广东湛江东偏南方
大约６００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以每小
时２５公里的速度向西－西北方向移动，强
度将继续加强，预计１７日中午到下午在广
东茂名到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
洋预报台表示，
“ 启德” 与２００８年第１４号
台风
“ 黑格比”的路径及强度极为相似，
当时
“ 黑格比”重创广东省。

》今日快评

我们欢迎什么样的
“ 价格战”
□朱立毅
从比对价格。此番
“ 价格战”会不会就这样 价格的同时，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打折
还有待观察，
但这些
“ 发现”已然提 扣，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好。如此兴师动众
价格永远是商业竞争的利器，京东、 打下去，
“ 价格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
不要对电商
“ 价格战”寄予太多期 地打
苏宁和国美等电商正在上演的
“ 价格战” 醒人们，
国商业流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除了
以防被一场高明的促销活动所忽悠。
或许又将证明这一点。几家商企争相降低 望，
“ 价值战”，让消
既然被称为
“ 战”，
就逃不过战争规律。 “ 价格战”，我们更欢迎
商品价格，
消费者自当欢迎。但是，这种欢
迎不是没有底线，而是要看商家是否讲诚 价格高低只是表象，决定输赢的是参战各 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体会到满足，才是商家
信、守法律，真正让消费者获益、让行业健 方的资本实力、经营管理能力。尽管这场 竞争更高明的手段。
最重要的一点，人们希望
“ 价格战”
“ 价格战”能否真如有的商家所言成为持久
康发展。
业内人士并不看好，
但消费者还是真诚 不要演变成跨越法律底线的恶性竞争。对
“ 买的没有卖的精”，电商拼价格，毕 战，
竟不是
“ 学雷锋”，
生存、
发展才是他们的根 期望这场价格竞争真能迫使企业改善经营 价格竞争，法律有明确规定，商家必须遵
守。如果竞争走向一方独大，那么非但不
降低运营成本，
创造新的营利点，
在满
本目的。
两天
“ 交锋”过后，
已经有许多消费 管理，
者
“ 吐槽”，
列举出电商们玩的
“ 小把戏”： 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提升行业竞争力， 能促进竞争，还会因形成新的垄断而扼杀
先涨价后降价、
大量商品处于无货状态、相 “ 价格战”真正成为相关各方共赢的好事。 竞争，让广大消费者为一时价格受益而大
因此，人们还希望，商家在降低商品 量埋单。这一点尤需警惕。 据新华社电
互之间商品种类
“ 错身”等等，
让消费者无

火星与土星
今日上演
“ 星星相吸”
８月天宇的最后一场特殊天象１７日
将 登 场 ，火 星 和 土 星 将 联 袂 上 演 一 出
“ 星星相吸”的好戏。１７日傍晚，火星和
土星将出现在西方天空中，亮度都在１星
等左右，角距离在３度以内，同在室女座
天区，与附近亮度为１星等的恒星角宿一
组成了一个钝角三角形，晚９点前观测条
件都不错。

伊斯兰合作组织
停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
伊斯兰合作组织１６日发表声明，宣布
停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并呼吁尽快结
束在叙利亚的暴力行动。伊朗对这一做法
表示反对。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