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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加码布局 尽显中国市场强“引力”

●本报记者 倪铭娅

面对外部风云变幻，今年前11个月，全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万亿元， 超过去年全

年。亮丽成绩印证：持续向好的中国经济、不断

开放的中国市场、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不仅是

中国对外资吸引力增强的原因，也是我们直面

未来风险挑战的底气。

投资热情高涨 引资成绩显著

广东惠州埃克森美孚化工、 江苏盐城SK

新能源、 湖南长沙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上海开市客超市……今年以来，一批标志性外

资大项目纷纷落地或增资。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10422亿元，同比增长15.9%。对比

2020年数据，这一成绩更加亮眼。 去年全年，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 同比增长

6.2%。 今年前11个月就突破了1万亿元。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 ”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

平说。

持续向好的中国经济，增强了外资对中国

市场的认同感。

“放眼未来， 我们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对

在华发展的信心坚定不移。 ” 戴尔科技集团全

球资深副总裁王利军表示：“我们将坚持‘在

中国，为中国’ 的发展战略，继续加大在华研

发和生产投入、加大新型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

对中国数字化转型的贡献。 ”

开放持续扩大“磁力”不断增强

外资加码投资中国，见证着中国持续扩大

开放的决心和步伐。

准入门槛更低。进一步压减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 修订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逐步放宽重点领域准入门槛，持续减少

市场准入限制。

开放平台更大。增设天津、上海、海南、重

庆4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地区， 新设13家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办服贸会、投洽

会等重大投资促进展会，推动更多参展商变

投资商。

投资环境更优。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

布实施； 发布 《中国外商投资指引（2021

版）》， 为外商企业在华投资提供更加全面的

指南，为外商在华投资、兴业和生活提供更好

的服务和帮助。 依法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待

遇，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下

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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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家股权投资机构分享19项金牛大奖

第五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揭晓

●本报记者 王宇露 见习记者 杨皖玉

12月22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股权投

资金牛奖评选揭晓，19个奖项131个获奖名额火热出炉。

第五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活动，在充分调研、

核实信息数据的基础上， 结合定量和定性两部分进行综

合评价。其中，定量为主、定性为辅，从多维度综合评价融

资、投资、管理、退出流程的各个环节，综合参评机构的整

体募资、投资能力和业绩表现，充分考量参评股权投资管

理机构的管理团队投资经验、管理团队稳定性、公司影响

力及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因素，确定奖项归属。 值得注

意的是， 本届评选邀请国家级产业基金负责人等权威人

士作为专家顾问。

本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共计19个奖项131个获奖

名额，超过100家股权投资机构获奖。IDG资本、红杉中国、

深创投等获得 “三年期金牛创业投资优胜机构” 奖项，

CPE源峰、国新基金、正心谷资本等荣获“三年期金牛私

募股权投资优胜机构”奖项。“金牛券商股权投资优胜机

构”奖项花落中金资本、金石投资、广发信德等9家机构。

第五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关注社会责任、

低碳发展，鼓励慈善发展和长期价值投资，重视创新驱

动和产业协同，大力支持国家战略和高新技术产业。为

突出创新驱动发展，本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更加注重

对硬科技创新的评选，在“金牛高端制造投资优胜机

构” 奖项之外，新设“金牛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投资

优胜机构” 奖项，中科创星、国投创业等8家机构荣获

该奖项。

“双碳” 新周期开启，经济社会迎来深刻变革，股权

投资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推动机构和企

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迎来重大挑战和重要发展机遇。 为

鼓励和引导股权投资机构在“双碳” 推进中发挥更大作

用， 本届评选新设“金牛碳中和领域投资优胜机构”奖

项，从碳中和理念、决策体系到投资等方面进行考察，是

对投资领域如何更好践行碳中和的新探索。 北汽产投、

IDG资本、红杉中国、毅达资本、君联资本、恒旭资本6家

机构荣获该奖项。

第五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评选继续高举社会责

任和公益大旗，强调共同富裕的意识和社会公正的价值

观，通过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国社保基金、国新基

金、深创投、正心谷资本荣获“金牛社会责任卓越投资机

构” 奖项。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力量，与

科创企业紧密结合共生共荣， 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在支

持科技创新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助

力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截至2021年11月底，

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产品总规模近13万亿元，

为资本市场培育了大量优质企业， 为实体经济输送了源

源不断的“弹药”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1日晚同德国总理

朔尔茨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朔尔茨就任德国总理。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德关系。近年

来，中德合作一直是中欧合作的“领头羊” ，这

是两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的正确选择。 明

年将迎来中德建交50周年。回望半个世纪，中德

关系展现了充足的活力、耐力、韧力、潜力；展望

未来50年，两国应放眼全球，着眼长远，开拓进

取，努力实现中德关系新发展。

第一， 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大方

向。中德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发展

得好，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双方要坚持视对方的发展

为机遇，保持高层引领的优良传统，为中德关系

发展领航定向。要发挥双边对话合作机制作用，

特别是要用好中德政府磋商机制， 推动各领域

合作发展。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做好明年

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规划。

第二， 坚持以务实态度积极推动两国互

利合作。中德两国经济都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良

多。 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

边经贸合作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压力实现逆势

增长。 双方应该积极开辟新能源、绿色和数字

经济等新的合作领域， 释放服务贸易增长潜

力。 欢迎德国企业发挥优势，抓住中国开放带

来的新机遇， 也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赴德国

投资兴业提供公平营商环境。 德国是中欧班

列重要节点， 相信中德加强在共建 “一带一

路” 框架内合作将造福沿线国家，促进亚欧大

陆联通。

第三，坚持携手应对挑战，为全球治理作出

新贡献。 中德都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全球发

展的贡献者， 应该加大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

合，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疫苗公平分配、

推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疫后复苏、应对气

候变化、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涉及全人类

共同命运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方案。 要坚持通

过对话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遵循和强化国际关

系中的民主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

径和冷战思维。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 中

方愿同德方携手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强调，中欧是全球两大独立自主的

力量，有着广泛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 双方要

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坚持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原则，确保中欧关系始终健康稳

定发展。 希望德方继续为稳定中欧关系发挥

积极影响， 持续为中欧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

能量。

朔尔茨表示， 感谢主席先生在我就任德国

总理后发来贺信。 我对我们曾经有过的交往记

忆犹新， 愿意继承和推进德中友好与合作。 当

前，德中贸易投资关系发展良好，在应对气候变

化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合作

密切，就阿富汗、伊朗核等地区问题沟通密切。

这些构成了德中关系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 德

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同中方

一道努力， 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一

步发展。 德方愿以明年庆祝德中建交50周年为

契机，举办好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加强清洁能

源、数字经济、服务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

性态度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希望欧中投资协定

早日生效实施。 德方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

双方领导人互致新年问候， 并表示愿保持

经常性沟通，共同努力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迈上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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