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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 A 股：因“联想不是中国公司”
遭误解的杨元庆能否复兴联想

抱着地方政府讲故事？
地产商华夏幸福 2000 亿债务的前世今生

叫醒“耳朵”，腾讯全军出击？

如果不靠个人电脑这个联想集团根深蒂固的标签，市场会不会
对联想重新估值？

股债双杀的局面，引发了市场对华夏幸福这家国内一
线房企兑付风险的讨论。

在长音频战场上，虽说单挑不如团战，但全军出击
的腾讯系胜算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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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利用
外资增长 6.2%
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月 20 日，商务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不含
银行、证券、保险领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9999.8 亿元，
同比增长 6.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实现了引资总量、增
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
这一提升是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实
现的逆势增长。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评价称，2020 年，
我国圆满完成稳外资工作目标，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
和“避风港”，为稳住经济基本盘做出了重要贡献。
数据显示，2020 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8570 家，平
均每天新设立 100 多家。
除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我国吸引外资还实现了结构
进一步优化、主要来源地保持稳定等特点。
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7767.7 亿元人民币，增
长 13.9%，占比 77.7%。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 11.4%，

2020 年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 1.4 万亿元

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28.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 78.8%、
52.7%、15.1% 和 11.6%。

近八成中央企业净利润同比正增长

宗长青分析说，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
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为稳外资提供了坚实基础和
保障。
分析认为，高技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的外资投资增
加与近年来中国鼓励和引导外国投资者投资的领域相吻合。
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鼓励外商投资

地把净利润从 1 到 4 月下降 61.2% 的最低谷拉升转正。

■ 作者 贾紫璇

接着是投资和研发投入稳步增长，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20 年，
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 不含房地产投资 )2.8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9%。

“中央企业 2020 年实现净利润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近八成中央

自 4 月份以来，始终保持了正增长的态势。通信企业加快 5G 网络共建共享和

企业净利润同比正增长；下半年月度收入连续 5 个月同比正增长。”1 月 19 日，

商业应用转化，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730.7 亿元，同比增长 9.9%。发电企

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2020 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

业加大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力度，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给出这组数据。

4814.8 亿元，同比增长 27.4%。

彭华岗进一步介绍说：“2020 年年初的时候，多数中央企业受新冠疫情

2020 年，中央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了 11.3%，研发经费的投入强

的影响遇到了困难，再加上油价暴跌和政策让利等客观因素，2 月份中央企

度为 2.55%，同比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业净利润只有 5.1 亿元。相较于中央企业每月约 1000 亿元净利润，5.1 亿元几

到了 3%。2020 年我国有一系列的重大科技成果，“天问一号”逐梦而行，嫦

乎可以说是颗粒无收，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

娥五号奔月取壤、奋斗者号万米探海、北斗三号建成开通、页岩油气勘探取得

彭华岗称，3 月份以来，中央企业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头

重大突破。

率先复工复产，深化提质增效，3 月份和 4 月份效益开启触底回升，5 月份

与此同时，降低全社会运行成本近 2000 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效益恢复到同期的 9 成，6 月实现了正增长，并且创了历史新高。下半年月

极贡献。中央企业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政治账，坚决落实国家政策，助

度净利润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企纾困，降电价、降气价、降资费、降路费、降房租，2020 年降低全社会运

“应该说，这是一步一步地把净利润从 1 到 4 月下降 61.2% 的情况的最

行成本 1965 亿元，其中电网企业合计降低用户用电成本约 1080 亿元，通信企

低谷拉升转正，十分不容易。”彭华岗说。

业贯彻落实提速降费等要求，让利约 460 亿元，石油石化企业全面下调非居民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央企也坚持“一带一路”不停工，并且实现

用气价格，降低下游企业用能成本超过 300 亿元，为中小企业降本减负，累计

了央企债券零违约，保持了金融风险的可控和稳定性。

减免租金超过 75 亿元，减免过路费超过 50 亿元。

经济运行从颗粒无收到触底反弹

产业目录（2020 年版）》，进一步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高端
制造领域。
从主要来源地情况来看，对华投资前 15 位国家和地
区，投资增长 6.4%，占比 98%，其中荷兰、英国分别增长
47.6%、30.7%。东盟对华投资增长 0.7%。
分析认为，这与中国逆势扩大开放，出台一系列稳外
资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密切相关。以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为例，7 年 6 次“瘦身”，2020 年全国版负面清单
较上年压减比例 17.5%。启动海南自贸港建设，自贸试验
区进一步扩围。组建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累计帮助外
资企业解决防疫物资短缺、通关便利、上下游协同复工等
困难问题 3000 多项。
有评论称，经济效益是每个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跨
国企业来不来，看的就是政策和市场的“含金量”。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凭借制度优势以最快速度控制住
了疫情，领先步入经济复苏，供应链和需求端持续恢复，
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疫情
也促使全球企业重新审视自身供应链风险，从重视效率转
向重视稳健性转变。中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一带一路”从未停工

彭华岗表示，2020 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确确实实是大落大起、波澜起

2020 年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海外市场开拓困难重重的情形下，中央企

伏，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从运行情况来看，首先是效益先降后追，全年

业践行“一带一路”的责任和担当。彭华岗表示，疫情给我国海外项目造成重

实现了正增长。2020 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企业月度净利润同比增速始终保持

大影响，但中央企业克服困难，大多数项目正常开展，特别是“一带一路”重

在两位数以上，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一步一步

点项目，没有一例因疫情停工。

３

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
性值得跨国企业信赖。
此外，外资增长的区域带动作用也很明显。数据显示，
东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长 8.9%，占比 88.4%，其中江苏、广东、
上海、山东、浙江等主要引资省份分别增长 5.1%、6.5%、
6.6%、20.3% 和 18.3%。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增
长明显，辽宁、湖南、河北等省份分别增长 13.7%、28.2%
和 35.5%。

在变局中迎接未来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丛屹对媒体表示，中国
对外资的吸引力首先是因为其具有超大规模、巨大发展潜
力的市场。中国 14 亿人，其中有 4 亿中等收入以上人群，
不仅市场容量大，而且还处于需求升级阶段，这对于外资

■ 作者 阳夏

了汤因比研究过单一文明盛衰，尚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人类文明周期？如果有，
多少算一种慰藉——因为倒退之后总还会向前。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为我们呈上一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面孔：

那么，2021，这个世界会更好吗？一定会的。因为在愤懑同时，我们仍然

文明与野蛮、理想与现实、和平与动荡、规则与利益、谬误与常识、谣言与

怀有善念；在惶恐同时，我们仍在努力生活；在遗憾同时，我们仍在奋力前行。

真相……一切的一切，在全球疫情、地区冲突乃至一次大选中，让我们充分

曾经，我们被那些虚幻、自我陶醉式的镜像迷惑，也被那些未知的、不确

体会到了当下世界的混乱和不堪。人类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定性的恐惧所笼罩。但经历 2020，我们才发现，黑暗是光明的前奏，丑恶是美

2400 多年前，雅典人投票处死苏格拉底；400 多年前，罗马教会恐惧布鲁诺；

好的孪生，恐惧是信心的源头，风险是平安的序言。学会与恐惧相处，在丑恶

100 年前，清政府砍掉变革者的头颅。今天，新冠疫情突然来袭，9000 万人感染，

海外投资的热点地区。
商务部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2%，
贡献了全国 1/10 的城镇就业，1/6 的税收、2/5 的进出口。
宗长青说，2021 年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新的一年，我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为世界各国
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面前坚守底线，在黑暗中探索光明，才应当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常态。

200 万人死亡，每天的数字仍在急剧增长，但我们仿佛已经失去感官，“他在

丢开迷惘，回归现实。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别处”，就好像与己无关。人类真的在进化着自我认知吗？

体”，从年初经济断崖式下滑到年终实现全球唯一正增长，从打赢脱贫攻坚战

从荒蛮到现代，从蒙昧到开化，人类文明虽不是直线发展，但总趋势仍

到十四五开局……中国人正在这迷惘时代凝神静气地书写着自己的答卷，在危

然应当泾渭分明。而如今，是非黑白相互攻讦，正义邪恶莫辨真假，文明野

难中逆流而上孕育着自己的未来。
庚子辛丑，六十甲子。日有起落，月有盈亏，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送走

蛮口是心非，科技巨头成了新的屏障。人类会否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周期？

该走的，迎来该来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关于经济，我们知道基钦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关于文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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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巨大吸引力。因此，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继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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