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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7188.1 亿元

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取得积极进展

“瘦身胶带”封装比例达94.3%

人民币、美元累计指标实现“双转正”
本报北京 10 月 16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
道：商务部 16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7188.1 亿元，
同比增长 5.2％（折合 1032.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5％）。这是我国今年以来实际使用外资
首次实现人民币、美元累计指标
“双转正”。
前 8 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6197.8 亿
元，同比增长 2.6％，但以美元计算，为 890 亿
美元，同比下降 0.3％。
从单月情况看，9 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
外 资 990.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1％（折 合
14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7％），连续 6 个月
实现同比增长。
从季度情况看，三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 同 比 增 长 20.4％ ，增 速 明 显 高 于 一 季 度
的－10.8％和二季度的 8.4％。
分行业看，高技术服务业是外商企业对
华投资热门选项。商务部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5596.8 亿元，同比
增长 15％；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26.4％，
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研发与设
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18.5％、92.5％、72.8％、31.2％。
从主要投资来源地看，前三季度，
香港地

本报北京 10 月 16 日讯 记者祝君壁报道：16 日，国
家邮政局召开 2020 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
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情况。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
副司长管爱光表示，今年以来，国家邮政局加强邮政快递
业生态环保工作，扎实推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取得了积
极进展。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底，
“ 瘦身胶带”封装比例达
94.3%，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达到 68.5%，可循环中转
袋使用率达 87.2%，新增 3.5 万个设置标准包装回收箱的邮
政快递网点。
管爱光表示，虽然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取得了积极
进展，
但仍然面临政策供给亟待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有
待加强、上下游协同治理有待加强、绿色供给相对不足等问
题。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工作，国家邮政
局将切实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在邮政业“十四五”规划中明
确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相关内容，制定出台邮政业绿色发展
行动计划（2021—2025），明确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和主要
措施，
确定路线图。

区、新加坡、英国、荷兰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
比分别增长 11％、8.6％、32.8％、150％。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全国实际使用
外资以人民币计，就已经实现了正增长。此
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在当前全球
跨国直接投资仍处于严重低迷的形势下，我
国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逆势增长，成绩来之不
易。这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稳外资工作
的高度重视，
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资政策举措，
中国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同时也充分说明，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
对外资的吸引力只
增不减。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吸收外资形势进一
步向好，得益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外资政
策持续加码、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等原因。考
虑到世界经济受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稳外资
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不断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央企混改项目推介会在沪举行
拟引入社会资本超 1800 亿元

营商环境评价领域首部国家报告发布
31 个省份累计已有 98 个城市参与评价
本报北京 10 月 16 日讯 记者顾阳报
道：国家发展改革委 16 日发布《中国营商环
境报告 2020》。该报告是中国营商环境系列
报告的第一部，也是我国营商环境评价领域
的首部国家报告。
“要以《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发布为
契机，促进各方交流互鉴，推广典型经验做
法，以更好营商环境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日举行的《中国营商
环境报告 2020》发布暨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推进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林念修表示，目前，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已覆

盖 31 个省（区、市），全国累计已有 98 个城市
参与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各参评城市聚焦市
场主体反映集中的流程繁、时间长、材料多、
收费高等突出问题，
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
自 2018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立足国
情，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
牵
头研究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
系，连续 3 年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本次发布的
报告全面梳理了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制度和评
价方法，回顾总结了 2019 年我国优化营商环
境的成效亮点，系统描绘了 2020 年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前景展望，提炼
了一大批改革举措和典型经验，集中呈现了
各重点领域的最佳实践、改革方案和路线图，
多角度、多方位展示了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
原创性、差异化探索。
报告显示，2019 年，各地区、各部门把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六稳”
的关键性举措和重要抓手，优化营商环境各
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聚焦减审批减材料，
市
场准入门槛不断放宽；
聚焦规则公开透明，
公
平公正监管不断强化；
聚焦减环节压时限，
便
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聚焦完善法规制度，
合

法权益保护不断加力。
“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出市场活
力；进一步推行公正监管，管出公平正义；进
一步提升服务效能，
服出便利实惠；
进一步强
化评价引导，
激发改革动力。
”
林念修表示，
在
看到优化营商环境丰硕成果的同时，也要清
醒地认识到，我国营商环境在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等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相
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要在巩固前一阶段改革
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
改革，
持
续加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本报上海 10 月 16 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
16 日，
由国
务院国资委指导，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和北京产权交易所
联合举办的“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暨中央企业民营
企业协同发展项目推介会”在上海举办。316 宗项目在会
上与投资者见面，涉及引入社会资本超过 1800 亿元，其
中，中央企业混改项目 268 宗，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
展项目 48 宗。
此次项目推介，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科技类企业占
比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达 85 户，占比接近 50%；二
是目标明确，更加注重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和高协
同性的战略投资者；三是首次推介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
协同发展项目，涉及电信、环保、航空制造、电力等诸多
行业。
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海将主动作为、跨前一
步，
发挥上海资本市场区域枢纽的作用，
进一步发挥资本市
场平台功能，
不断提升产权市场服务能级，
更好服务国资国
企深化改革、更好助推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好促进国有
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发展，
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
发展动能贡献力量。

农行山东省分行为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农业银行服务乡村
振兴示范村”
振兴示范村”
授牌
农行栖霞市支行与人民银行等单位联合考察“富民生产贷
富民生产贷”
”
龙头企业通过发放富民生产贷带动贫困户脱贫

农行山东省分行组建金融辅导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
推动产业扶贫

用创新聚变扶贫效能

农行山东省分行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带动贫困群众就业脱贫

—农行山东省分行助力精准扶贫
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农业银行的光荣使命，农行山东省分行坚定
不移站在金融扶贫前沿，把金融服务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全力
以赴抓扶贫、促攻坚，因地制宜强化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把优惠的政策、
优势的资源投入到贫困地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金融力量。2016 年以
来，农行山东省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 150 亿元，服务带动贫困人口 21.5
万，山东省 20 家脱贫任务比较重的县（市、区）农行贷款余额达到 724.92 亿元，
年均增速 26.5%，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 19.3 个百分点。在山东省银行业金
融机构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中，
连续 4 年获评
“优秀”。

工复产后，急需资金购买生产所需原料，农行临清市支行立即对接企业融资
金等山东优质大型企业集团向喀什实施资源倾斜，促成山东 5 个产业项目与
需求，主动推介扶贫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同时派出专人对贫困户进行摸排筛
喀什达成投资意向，新增就业岗位 3000 个，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800
查，开辟绿色通道操作贷款手续，仅用两天时间，即发放产业带动扶贫贷款
余人，帮助销售新疆农产品 2627 万元，红枣、核桃等喀什特色农产品逐渐
2500 万元，有力支持了企业复工，带动了贫困户就业。
打开了山东乃至全国的销售渠道。
近五年以来，农行山东省分行累计投放产业精准扶贫贷款 97.5 亿元，余
积极开展捐赠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扶贫工作，组织参加
额 57.2 亿元，年均增幅达到 140%，带动贫困人口超过 6 万人。 累计向贫困 “小积分大梦想”爱心助学、“关爱女性·健康扶贫”“脱贫济困爱心保险”
地区环境整治、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民生项目投放贷款 38 亿元，服务贫困 “希望小屋”等活动，建设“希望小屋”28 个。员工踊跃捐赠，援助贫困人
人口超过 19 万人。
口 2400 人次。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增强脱贫
“造血”
能力

创新渠道和场景，
打造立体扶贫模式

加强政策倾斜和资源保障，
激发扶贫工作内生动力

农行山东省分行充分发挥科技、产品、资源等优势，聚焦精准扶贫方
略，探索创新了“龙头企业+扶贫”“富民生产贷+扶贫”“强村贷+扶贫”
“田园综合体+扶贫”“政府增信+银政共管”到户金融扶贫等有效模式，从
产业扶贫、项目扶贫、到户金融扶贫三个方面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贫困地
区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光伏扶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模式。在平邑县，当地农行为光
伏扶贫项目发放贷款 6280 万元，直接带动 198 个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1 万户、19832 人稳定脱贫，占县贫困户数 42%、贫困人数的 55%。
在全国创新推出“田园综合体兴农贷”，支持综合体内中小微企业、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下乡人员，通过景区就业、农家乐等方式直接带动贫
困人口 300 余人。
疫情期间，农行山东省分行迅速了解贫困地区需求，开辟绿色通道，缓
解企业复工复产资金压力。位于山东临清市的鸿基集团员工 3000 余人，复

农行山东省分行充分发挥客户、网点、网络、渠道优势，构建消费扶
贫、协作扶贫、综合扶贫有机融合的立体式金融扶贫模式。打造特色消费扶
贫场景，在农行掌银端开设“扶贫商城”，设立“山东农行微银行”精准扶
贫山东馆专区，开展电商扶贫专项活动，通过有效融合线上、线下渠道，实
现销售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 6782 万元。
此外，农行山东省分行创新思路、广开渠道，通过线下“扶贫爱心
购”、线上直播带货、电子商务博览会推介、现场对口帮扶等形式，进一步
拓宽了当地贫困群众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有力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仅辖内机构和员工就直接购买 20 个脱贫任务比较重的县 （市、区） 农产品
1200 余万元。
新疆喀什是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地区，农行山东省分行全力推进东
西部扶贫协作，与新疆农行、喀什地区党政、山东援疆工作指挥部四方签订
脱贫攻坚合作协议，通过开展人才交流和结对帮扶，推进招商引资，协调招

举全行之力，在资源保障、人员队伍、业务流程、服务渠道等方面加强
对贫困地区分支机构的政策倾斜和资源保障。在全国农行中率先促成了发达
县与贫困县结对子，选派 354 名优秀党员干部到县 （区） 乡镇挂职，建立
300 余人的金融扶贫专职团队，确保专门机构、专门人员负责金融扶贫工
作。匹配专项资源，全额保障贫困地区信贷规模需求，确保应贷尽贷。对贫
困人口贷款、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贷款实施利率优惠，向贫困地区企业和个人
让利。
加强贫困地区网点和服务渠道建设，补齐基础金融服务短板，2016 年
以来，在贫困地区改扩建人工网点 67 个、自助网点 12 个，在 20 个脱贫任务
比较重的县 （市、区） 建立惠农通服务点 5679 个，安装智能机具 6556 台，
为农户建立信息档案 5.2 万户，掌银、网银、扫码支付等互联网服务实现全
覆盖，将金融服务方便快捷地送到广大贫困户手中。
（数据来源：农行山东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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