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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未到資本淨輸出階段
據香港商報9月1日報導，近年來，隨著對外投資持續高
漲，中國大陸已連續兩年成為資本淨輸出國。據官方數據，
2015年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456.7億美元，比當年
實際利用外資額多100.7億美元。2016年，因大陸境內房地

額將近600億美元。

進入資本淨輸出階段「為時尚早」。他指出，從投資存量
來看，2015年美國、德國、英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別為5,928
億、18,125億和15,381億美元，而中國大陸為10,979億美
元，與傳統的資本淨輸出國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此外，從
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發展階段來看，中資企業大規模對外投資
時間也不長，還處於初始發展與轉型升級相互交替的時期。

中國大陸再准外資入 12 領域
據香港商報8月26日報導，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介
紹《國務院關於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下稱《通
知》)有關情況。中國大陸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外資
准入後，外資企業和中國大陸國有、民營企業在同一公平環
境內競爭。未來，中國大陸還將在銀行、證券、保險業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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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以此判斷中國大陸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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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娛樂等部分領域非理性對外投資大增，官方預計這一差

業放寬外資股比例以及其他限制，同時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
度。
王受文表示，外資進入到中國大陸的領域越來越寬，就
准入前的開放來說，自貿試驗區裡對外資的開放領域，最早
190項限制措施，現在只有95項。產業指導目錄也大大減少
了限制類的領域，說明自貿試驗區以外的地方開放的大門也
越來越大。
《通知》特別明確12個領域未來將進一步放寬外資准
入，減少對外資的限制。「如在製造業中，目前對新能源
汽車，要求外資股比不能超過50%，專用車也一樣，不能超
過50%，而《通知》中有要求，下一步將放寬准入，減少限
制，這也是外商非常關心的領域。」
在其他的服務業領域裡，包括船舶設計、支線通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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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維修，國際海上的運輸等等，這些方面都有外

近年來，農產品加工業、鄉村旅遊、電商下

資股比的限制，要求中方控股；在銀行、證券、保

鄉等快速發展，成為吸引人們返鄉創業的「搖錢

險業，既有外資股比的限制，也有一些高管要求、

樹」。宗錦耀介紹，截至2016年底，中國大陸農產

業務領域範圍的限制；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

品加工企業已經達到8.1萬家，主營業務收入達到

目前是禁止的。根據《通知》要求，下一步都要放

20兆元（人民幣，下同），年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

寬。

的企業近2萬家，超過100億元的企業達70家。從
2012年到2016年，鄉村旅遊接待遊客增長13億人

數百萬中國大陸農民工返鄉創業

次，營業收入增幅達137.5%，呈現爆發式增長的趨

據中國大陸新聞網9月16日報導，「據最新統
計，各類返鄉下鄉人員已達700萬人，其中返鄉農

勢，2016年鄉村旅遊從業人員845萬人，帶動672
萬戶農民就業增收。

民工比例為68.5%。」中國大陸農業部農產品加工

大陸對美「301 調查」 態度強硬

局局長宗錦耀15日下午在北京表示。
宗錦耀表示，返鄉創業創辦的經濟實體平均可

據香港商報8月25日報導，針對美國對中國大

吸納7至8人就業，農村雙創人員平均年齡44.3歲，

陸啟動「301調查」，中國大陸24日再度作出強硬

91.4%為男性，學歷為高中、職高或者大專的比例

表態。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為40.7%。
統計顯示，農村雙創人員82%以上創辦的都是

Lighthizer）日前依據《1974年貿易法》宣布對中國

農村產業融合類項目，包括特色種養業、農產品加

大陸啟動「301調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

工業、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等，此外，54.3%的農

示，美方依據國內法律發起對中國大陸貿易調查，

村雙創人員都通過使用互聯網獲得資訊和行銷產

是對現有國際貿易體系的破壞，也給積極推動中美

品。

經貿關係發展的各方力量「潑了冷水」，「我們對
這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做法強烈不滿，會採取
所有必要的措施，堅決捍衛中方和中國大陸企業的
合法權益。」
他強調，在經貿問題上，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
遠遠大於分歧。「合作是解決雙方分歧的最好辦
法」，希望美方與中方繼續共同努力，在前期「百
日計劃」取得良好成果的基礎上，紮實推進經濟合
作「一年計劃」，爭取早日取得更大的成果，使中
美經貿關係在健康穩定的軌道上繼續向前發展。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美國與中國大陸
圖／東方 IC

大陸農產品加工業快速發展，吸引數百萬農民工返鄉創業。
圖為湖北省一位返鄉農民工和創業夥伴在培養室查看中藥材
鐵皮石斛幼苗生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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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2,891.5億美元，增長9.8%。
其中，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592.4億美元，增長
15.6%；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2,299.1億美元，增長

年之間，面臨的痛苦遠遠超過今天的想像。未來的

達1,706.7億美元，增長6.1%。

製造業不是靠規模化、不是靠流水線，未來的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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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佔美國進口總額的20.3%。美方貿易逆差高

業一定是個性化的、定制化的，一定是C2B，而不

中國大陸物聯網產業規模逼近兆元人民幣

是B2C。

據經濟參考報9月11日報導，物聯網正成為各
國競相爭奪的下一個產業高地。大陸工信部、科技

大陸央行等七部門：各類 ICO 融資立即停止

部和江蘇省人民政府主辦的「2017世界物聯網博覽

據新京報9月5日報導，在「PPT融資」項目造

會暨世界物聯網無錫峰會」9月10日召開。與會人

假等亂象橫行之際，大陸央行、網信辦、工信部、

士認為，物聯網將很有可能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商總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七部門9月4

並催生新一代的巨無霸企業。

日正式叫停ICO融資。七部門通知指出，任何組織

大陸江蘇省委書記李強表示，物聯網作為全新

和個人不得非法從事代幣發行融資活動，各類代幣

的連接方式，千億連接量必定催生新一代的巨無霸

發行融資活動應當立即停止—這是繼2013年央行等

企業。他認為，物聯網作為新一代資訊通信技術的

部門對比特幣交易提示風險後，監管層再次對所謂

典型代表，其快速發展和應用，將現有產業領域和

「虛擬貨幣」交易叫停。

要素資源，經過相互滲透、融合或裂變，整合連接

資料顯示，ICO(Initial Crypto-Token Offerings，

到一起，實現產業價值鏈的延伸或突破，使產業邊

首次公開加密代幣發行)本質是一種融資行為，

界日益模糊，跨界融合的趨勢特徵更加彰顯。從目

專案負責人通過向不特定的投資者發行加密代幣

前態勢看，智慧、健康、環境在產業跨界融合上是

（Crypto-Token），達到為專案融資的目的。最新

最具優勢、最有需求、最可能突破的三大領域。

資料顯示，2017年上半年中國大陸ICO累計融資規

工信部副部長羅文在峰會上透露，中國大陸已

模26.16億元人民幣。

經形成了包括晶片和元器件、設備、軟體、系統集

通知稱，近期大陸境內通過發行代幣形式，

成、電信運營、物聯網服務等較為完善的物聯網產

包括首次代幣發行（ICO）進行融資的活動大量湧

業鏈。已部署的機器到機器終端數量突破1億，物

現，投機炒作盛行，涉嫌從事非法金融活動，嚴重

聯網產業規模已從2009年的1,700億元躍升至2016

擾亂了經濟金融秩序。

年超過9,300億元，年複合增長率超過25%。羅文

對此，七部門的通知對代幣發行融資行為定

表示，將圍繞製造業重點行業智慧化改造，實施

性，指出其涉嫌違法。通知稱，代幣發行融資是指

一批試點示範專案，推動生產製造全過程、全產業

融資主體通過代幣的違規發售、流通，向投資者籌

鏈、產品全生命週期的深度感知、動態監控、資料

集比特幣、乙太幣等所謂「虛擬貨幣」，本質上是

彙聚和智慧決策，促進產業提質增效升級。

一種未經批准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涉嫌非法發售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表示，物聯網和
雲計算、大資料，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未來。他認

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
騙、傳銷等違法犯罪活動。

為，未來資料將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計算能力

根據相關法規，七部門通知宣布，任何組織和

將成為一種強大的生產力。新零售以後，巨大的變

個人不得非法從事代幣發行融資活動。「公告發布

革是新製造，大批的製造業，在未來的十年到十五

之日起，各類代幣發行融資活動應當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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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稱，「已完成代幣發行融資的組織和個人應當

面，整體繼續上揚，宅地成交均價同比增逾三成，

做出清退等安排，合理保護投資者權益，妥善處置

二線城市同比漲幅領銜。8月，300城市成交樓面

風險」。

均價為2,690元／平方米，環比增加5%，同比增加

此外，通知還宣布，任何所謂的代幣融資交易

10%。

平台不得從事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貨幣」相互

值得一提的是，8月全大陸土地市場平均溢價

之間的兌換業務，不得買賣或作為對手方買賣代幣

率環比回落，同比續降，一線城市平均溢價率較

或「虛擬貨幣」，不得為代幣或「虛擬貨幣」提供

去年下降明顯。月內，300城市土地平均溢價率為

定價、資訊仲介等服務。

29%，較上月下降6個百分點，較去年同期下降29

各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不得直接或間接

個百分點；其中住宅類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

為代幣發行融資和「虛擬貨幣」提供帳戶開立、

宅用地的綜合性用地）平均溢價率為34%，較上月

登記、交易、清算、結算等產品或服務，不得承保

下降7個百分點。

與代幣和「虛擬貨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代幣和
「虛擬貨幣」納入保險責任範圍。

前 8 月全大陸 300 城市土地收入 2.2 兆元
同比增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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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2020 年前完成五大壟斷行業價格
形成機制
據經濟參考報9月4日報導，大陸發改委日前
發布進一步加強壟斷行業價格監管的意見，明確在

據經濟參考報9月5日報導，中國大陸指數研究

2020年前將陸續完成輸配電價格、天然氣管道運輸

院4日發布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8月各線城市土

價格、鐵路普通旅客列車運輸價格、居民供水供氣

地成交量同環比均有縮水，月度出讓金相應下滑。

供熱價格以及壟斷行業經營服務性收費五方面的成

今年1至8月，全大陸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為

本監審辦法和價格形成機制，規範壟斷行業收費，

22,032.6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加約34%。

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效率。

從土地供應及成交情況來看，8月全大陸300個

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大陸壟斷行業經

城市共推出土地2,348宗，環比增加2%，同比增加

營成本不夠透明、價格形成不夠合理的現象還比較

2%；推出土地面積9,312萬平方米，環比增加3%，

突出，成本監審制度不夠完善，覆蓋面還需擴大，

同比增加16%。其中，住宅類用地（含住宅用地

監管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迫切需要在總結價格監

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綜合性用地）769宗，環比增加

管實踐基礎上，借鑒國際先進經驗，進一步完善機

10%，同比增加23%。成交方面，土地成交同環比

制，強化監管，建立健全科學定價方式，實質性降

續降，各線入市面積同環比縮水，一線城市同比降

低偏高價格和收費水準。

幅領銜。8月全大陸300城市共成交土地1,657宗，

發改委透露，未來將從嚴格成本監審、健全定

環比減少17%，同比減少20%；成交土地面積6,270

價機制、規範定價程式、推進資訊公開、強化定價

萬平方米，環比減少21%，同比減少13%。

執行等五方面構建壟斷行業價格監管的制度框架。

從土地收入來看，整體土地成交呈現量跌價

包括加快制定發布分行業的成本監審辦法，紮實開

漲，出讓金同環比走低，北京收金超280億元居

展壟斷行業成本監審，創新成本監審方式；加快制

首。8月全大陸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為3,124

定分行業的具體定價辦法，科學確定投資回報率，

億元，環比減少14%，同比減少4%。樓面均價方

促進企業獲得合理收益、消費者合理負擔，同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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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舉行。
會晤主題為「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闢更加光
明未來」。其間，還舉行主題為「深化互利合作，
促進共同發展」的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
會。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晤和對話會，
並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等有關活動。

跨國陸企前 10 強

僅海航一家民企

據中時電子報9月11日報導，這幾年，大陸海
外投資布局的情況熱絡，中國大陸企業聯合會10
日公布「2017中國大陸跨國公司100大及跨國指
數」，在海外資產方面，「三桶油」包辦前3名，
中石化以8,585.04億元（人民幣，下同）排行第
1，中石油、中海油分別排行第2、第3。前10強
中，民間企業僅海航集團一家，其他全是國企。
中國大陸企業聯合會排除金融業後，根據企業
擁有的海外資產、海外營業收入和海外員工人數，
發布的大陸百大跨國企業排行榜及跨國指數。2017
圖／歐新社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於 9 月 3 日至 5 日在廈門舉行，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對話會。

年，大陸跨國企業100大的入圍門檻大幅提高，來
到61.47億，年增48.19%。
根據統計，2017年大陸百大跨國企業的海外

導壟斷企業主動開展技術創新、改進管理，降低經

營收為49兆12億元，年增3.58%；海外資產總額

營成本；嚴格執行並實施成本監審、風險評估、專

為8兆783億元，年增14%；海外員工總數為116萬

家論證、公眾參與、集體審議等定價程式，創新價

6,176人，年增15.26%。

格聽證方式，著力規範政府定價行為；建立健全壟

翻開前10強榜單，普遍是國企，前3名由「三

斷行業資訊披露和公開制度，政府定價機構制定和

桶油」拿下，中國大陸中信、中國大陸遠洋等緊追

調整價格應當公開成本監審結論，將成本資訊公開

在後，海航集團是唯一一家入榜的民間企業。儘管

逐步擴大至所有壟斷行業，提高政府定價的透明

沒有擠進前10，但華為、騰訊、聯想、復星國際、

度；清晰界定定價機構、壟斷企業在政府定價政策

萬達和海爾等6家民間企業，由於近年來大舉布局

制定、執行中的權責和義務，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海外市場，分別以1,996.35億元人民幣、1,493.74

建立政府定價政策定期評估制度。

億元人民幣、1,128.28億元、1,031.57億元跟900億
元的海外資產，入榜前25名。

金磚峰會 9 月 3 日至 5 日在廈門舉行
據人民日報8月30日報導，外交部發言人陸慷
宣布：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於9月3日至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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