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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逾2万家
新增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41.8%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冯
其予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
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
年1月至8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
了平稳较快增长，外贸回稳向好势头
进一步巩固。
高峰表示，从前8月数据看，

我国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从商品
结构看，机电产品出口 5.63 万亿
元，增长13.4%，占比57.1%，占
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0.2 个百分
点。从贸易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出
口达到了10.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7.9%，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6.7%，
较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同
时，外贸动力转换加快。外贸新业
态发展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跨境

电商、市场采购等出口增速明显快
于整体增速，新动力培育成效明
显。从外贸主体看，国有企业出口
1.03万亿元，增长11.4%，占我国
出口总值的10.5%；民营企业出口
4.62万亿元，增长15.4%，占比为
46.9%，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9个百
分点；外资企业出口 4.2 万亿元，
增长10.9%，占出口总值的42.6%。
当前国际市场需求总体回暖，

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上调世界经济增
长预期。高峰说，我国经济回稳向
好势头进一步巩固。从我国的主要
出口市场看，对美国、欧盟、日本
等传统市场的出口，分别增长了
16.7%、14%和10.7%，对俄罗斯、
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
长 ， 增 幅 分 别 达 到 了 24.1% 、
22.5%、17.3%和12.2%。
在回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

影响时，高峰表示，外贸进出口受国
内和国际市场需求、大宗商品价格及
汇率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
“我们一直强调，汇率变化对外贸发
展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汇率升贬
值不是影响进出口的决定因素。”高
峰表示，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贬值6.4%，但同期我国进出口呈现
下降态势。今年前8个月，人民币对
美元中间价升值5.1%，但同期出口
增长7.6%，进口增长16.9%，进出口
总体增长11.6%。
当天的发布会还介绍了前8月

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吸
收外资方面，今年1月至8月，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389家，同比
增长 10%。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479.4亿元，同比下降0.2%。8月当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86
家，同比下降1.8%；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625.2亿元，同比增长9.1%。行业

吸收外资保持稳定。高技术行业吸
收外资增长态势良好。中部地区吸
收外资保持增长势头。主要投资来
源地的投资持续增长。
对外投资合作方面，1月至8月

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
家和地区的4789家境外企业新增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687.2亿美元，同比下降41.8%，非理
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遏制。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85亿美元，同
比下降1.6%，新签合同额1495.7亿
美元，同比增长12.7%。对外劳务合
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3.6万人。8
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5.2万人。
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
作稳步推进。对外投资降幅收窄，行
业结构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新
签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境
外经贸合作区聚集效应凸显，促进中
国与东道国共同发展。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温
济聪报道：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
2017北京CBD国际金融圆桌会上
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服务
于新旧动能转换是金融业义不容辞
的使命。
姜洋表示：“近年来，中国证监会

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
旨，把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放在经济金
融全局来谋划和推进，加快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市场基础性功
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结
构调整和效率提升。”
——稳步发展股权融资，加速资

本形成。实现新股发行常态化，优化
创业板发行条件，完善上市公司再融
资制度，鼓励企业发行优先股，改善
融资结构。去年初至今年7月底，累
计实现各类股权融资约3.6万亿元。
——拓展资本市场服务中小微

企业的覆盖面，支持创新创业。目
前，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1.1万家，

今年前 7个月融资金额 752亿元。
在基金业协会备案且正常存续的私
募基金5.87万只，管理规模9.95万
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
投资基金管理规模分别达到4.38万
亿元和4200亿元，成为创新创业型
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来源。
——积极发挥资本市场在并购重

组中的主渠道作用，促进存量资源调
整。在严格重组上市标准的同时，简
化审批程序，支持去产能、调结构和国
企改革。去年初至今年7月底，全市
场并购重组交易额达3.38万亿元，基
于产业整合的并购重组超过70%。

——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数量
质量协调发展，丰富直接融资工具。
去年以来，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额超
过5.4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股债
结合产品发行759亿元，同比增长
194%。资产证券化发展迅速，今年
前7个月累计融资4108亿元。
姜洋表示，对于金融创新，应当

秉持包容审慎的态度，正确处理创新
与监管的关系，做到趋利避害、规范
发展。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积极鼓励那些有利于加
强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降低
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

创新，支持公司治理规范、发展前景
广阔的金融科技企业积极利用资本
市场做优做强。二要督促证券基金
期货等行业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
业，扭转不顾风险过度追求规模和利
润的倾向，使投资银行真正成为连接
实体企业和投资者的纽带，让期货公
司真正为实体企业安排生产经营发
挥引导作用，坚决防止“脱实向虚”
“以钱炒钱”。三要大力推进依法全
面从严监管，坚决纠正那些严重脱离
实体经济需要的伪创新，坚决打击以
创新为名义冲撞法律底线的行为，更
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坚决纠正“脱实向虚”的伪创新

9月14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和南京市共同主办的
2017全球服务贸易大会开幕。商务
部副部长钱克明在会上表示，数字化
时代服务贸易创新不断加快。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技术运用，极大提高了服务可贸
易性，服务贸易企业形态、商业模式、
交易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以通讯、计
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领域
成为服务贸易的新增长点。
“近期，世界经济增长加快，种种

迹象表明，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近
10年来，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出现积
极向好势头，可望迎来一个周期性复
苏，服务贸易发展面临重要机遇。”钱
克明说。
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正在迈向

服务主导型经济，服务贸易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
上升。“十二五”以来，中国服务进出
口年均增长15.7%，世界排名由“十
一五”末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二位。
2016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突破5
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中国市场
吸纳了近十分之一的全球服务出口。
钱克明认为，服务贸易的快速增

长成为中国外贸平稳发展和转型升
级的新增长点，在中国深度参与经济
全球化、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有助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在大会上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报告》显示，全球服务贸易新
兴行业增长迅猛。商务部研究院副
院长李钢介绍，新兴服务贸易增长快
于传统服务贸易增长，传统服务贸易
比重降低，新兴服务贸易的地位凸
显。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服务贸
易将成为主要增长动力之一，引领新

一代服务贸易规则不断扩充。
报告显示，全球服务贸易通讯、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 2009 年至
2016年间平均增长率为6.35%，增
速超过了总服务出口发展速度，也超
过其他细分行业服务出口增长。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贸易总额为 1586.6 亿
元，同比增长30.9%；计算机服务进
出口额为1424亿元，占该项服务贸
易的89.75%，同比增长30.7%；电信
服务额为 109.3 亿元，增速达到了
37.3%。
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中

国将扮演重要角色。钱克明表示，
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
口比重突破了30%，世界前两大发
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跻身于全
球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国行列，发展
中国家对全球服务贸易增长贡献度
不断增大。
面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新形

势，世界各国逐渐将国际经贸谈判的

重点移向服务贸易领域，服务领域的
开放标准、投资者权利保护、环境标
准及跨境电子商务等新议题、新规则
日益成为国际经贸谈判的焦点。钱
克明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行为
越发引人担忧。唯有加强服务领域
国际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干扰与
挑战，才能筑牢服务全球化发展基
础，共享服务全球化发展成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显

示，目前中国已经是第二大服务进口
商，也是世界第三大服务出口商。中
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
来越重要，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当中
会扮演日益重要的领导角色。“当前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反全球化
的负面情绪盛行，此时非常需要像中
国这样的新生力量和领导者的崛
起。”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与投资
司司长哈米德·马姆杜说，像中国这
样的WTO成员，对于国际多边协议
和解决方案的达成，起到至关重要的
推动作用。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
黄鑫、实习生曹曼庭报道：中国电子
信息行业联合会与电子工业出版社
今天联合召开《“一带一路”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发展指数》发布会。中
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曲维枝在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电
子信息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几乎涵盖电子
信息领域各个行业和生产环节。我
国还将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
联网应用和信息化合作，并将搭建
产业平台，建立协调机制，提高服务
水平。
信息化既是产业合作基础，也

是重要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发展环境不
同，但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
力和空间很大。借力“一带一路”，
国内电子信息企业纷纷加快“出海”
步伐，不仅产品“走出去”，更包含模
式、服务等多方面内容。
曲维枝说，中国电子信息行业

联合会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通过发
布指数等量化手段客观分析企业
“走出去”的发展环境，为投资决策
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认为，哈萨克
斯坦、泰国、约旦、印度、土耳其等
国在工业和信息化实力增长上表
现出强劲的态势，未来或将成为产
能合作的重点区域。

数字化时代服务贸易创新不断加快——

新兴领域成服务贸易新增长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
乔金亮报道：农业部日前召开四大
作物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会。
农业部总畜牧师马爱国表示，经过
近年的努力，各作物联合攻关组在
种业基础理论与育种技术、种质资
源发掘与育种材料创制、绿色优质
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先后培育出一批适宜机收籽粒
玉米、高产高蛋白大豆、节水及抗
赤霉病小麦等突破性新品种，筛选
出一批优异种质资源和育种新
材料。

马爱国表示，种业要围绕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要
求，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以产品优
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基本要
求，进一步加强绿色种质资源创新，
完善品种审定和登记管理，推进种
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加快绿色品种示范推广，力争到
“十三五”末选育推广一批节水5%、
节肥10%、节药15%以上的绿色优
质新品种，优质率提高10%以上，
充分发挥优良品种在增加绿色农产
品供给上的先导作用。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
董碧娟报道：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证监会今天联合发布《国债承
销团组建工作管理办法》，以规范
国债承销团组建工作，保障国债顺
利发行和国债市场稳定发展。
《办法》明确，国债承销团按

照国债品种组建，包括储蓄国债承
销团和记账式国债承销团。国债承
销团组建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市场化原则。
国债承销团成员应具备多项

基本条件，如在中国境内依法成
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经营
范围包括债券承销；财务稳健，
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或者净资

本状况等方面指标达到监管标
准，具有较强的风险防控能力；
设有专职部门负责国债业务，并
具有健全的国债投资和风险管理
制度；有能力履行国债承销协议
约定的各项义务等。
国债承销团采用第三方专家评

审的方式组建。财政部会同有关部
门建立专家库，从中抽取专家组成
专家评审委员会，由评审委员会成
员按照规定的评分指标体系和方法
对符合基本条件的报名机构进行独
立评分，根据评分确定国债承销团
候选成员名单，经公示、签订承销
主协议等程序后，组成新一届国债
承销团。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
陈果静报道：比特币中国今日发布
公告称，即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并
于9月 30日停止所有交易业务。
这是国内首家发布关停公告的虚拟
货币交易平台。
比特币中国在公告中称，根据

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
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下发的《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秉承着防范投资风险，最大限度保
障用户利益的原则，比特币中国团
队经慎重讨论，现做出如下决定：
比特币中国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今
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2017年9月
30日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将停止所

有交易业务。比特币中国的矿池
（国池）等业务将不受此影响，继续
正常运营。
13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

《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
币”风险的提示》中称，各类所谓
“币”的交易平台在我国并无合法设
立的依据。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
币”日益成为洗钱、贩毒、走私、非法
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投资
者应保持警惕，发现违法犯罪活动
线索应立即报案。
14日，各大虚拟货币暴跌，截

至21时，比特币中国数据显示，比
特币当日下跌约 20%，跌破 2 万
元，莱特币和以太币日内跌幅均超
过30%。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首家关停
比特币中国本月底停止交易

“一带一路”国家工业信息化发展指数发布

三部门规范国债承销团组建
采用第三方专家评审方式

农作物良种攻关取得重大进展
筛选出一批优异种质资源

9月14日，陆军“风雷”飞

行表演队驾驶直－10武装直

升机进行飞行表演。

当日，第四届中国天津国

际直升机博览会在天津空港经

济区正式启幕。本届直博会上

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

403家参展商参展，参展参演

飞机98架。

新华社记者 白 禹摄

第四届中国天津国际

直升机博览会启幕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
沈慧报道：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基金启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中
科院将直接出资，联合中央和地方政
府引导基金、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
设立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
该基金以母基金与直投结合的方式，
将投资具有市场潜力的前沿科技产业
化项目，预计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母基金）首期规模为30亿元至
50亿元。同时，将围绕战略性新兴
产业、结合区域产业布局，设立20
只至30只子基金，形成200亿元左
右的基金总规模。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表示，据

不完全统计，2016年，中科院已

转移转化的产业化项目11281个，
其中，已产生销售收入的项目
4840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使社
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3831亿
元，利税472亿元。但转化工作取
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各研究院所
还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未能形成生
产力，这其中有现行科技评价与
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部分科技成
果缺乏应用针对性等原因，针对
科技成果转化初期、创业企业早
期孵化阶段的风险投资不足也是
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此，中科院
发起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
以社会化、市场化机制撬动更多社
会资本。

中科院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
预计首期规模为30亿元至5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