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我今天發言的主題是：在 「穩中求進

」的總基調下，積極探索中國海外投資新
思路。

今年以來，中央政府多次強調，要穩
中求進，體現了決策層對時局的清醒認識
與正確把握。由於多種原因，目前中國經
濟下行壓力加大，如同在彎道上行車一樣
，必須先穩住才能找機遇、求發展。在我
看來，一個重要的發展機遇，就是有條件
的企業要加快 「走出去」，這是穩中求進
的好思路、好辦法。其理由是：

第一，對外投資發展提升空間很大。
根據 「十二五」對外投資合作發展規劃，
到 2015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 1500 億
美元，年均增長17%；對外承包工程合同
額和營業額將分別達到 1800 億美元和
1200 億美元，年均增長率各為 6%。而據
商務部統計，2011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
全球132個國家和地區的3391家境外企業
進行了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實現
直接投資 600.7 億美元，同比增長僅 1.8%
。由此可見，對外投資實際狀況與規劃要
求差距甚遠。

第二，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充
滿期待。歐美在金融業發生問題後，重新
開始重視製造業，重視實體經濟。因此非

常期待來自中國的投資併購。這對中國企
業走出去，參與全球競爭和資源配置，其
實是一個好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們要有點
逆向思維，要學會換位思考。別人經濟好
的時候，要想進入國外市場，特別是利潤
比較豐厚的行業產業，可能性較低。但在
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對資金項目的需求
更迫切的時候，我們的機遇就來了，眼下
中國企業 「走出去」，可以說機遇遠大於
挑戰。

第三，有利於破解當今中國經濟的許
多難題。目前許多企業產能過剩，轉型升
級的壓力增大；隨着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
升及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利潤空間被進一
步擠壓，生存艱難。與之相比，東盟的一
些國家的工業化正在起步，產業工人隊伍
正在形成，而其工人工資性月收入只有人
民幣五、六百元。因而中國製造的成本優
勢正日益衰減。如果一批有條件的製造型
企業開始國際化運營，將一部分生產基地
轉移至國外，不僅可以緩解國內眾多行業
內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利潤虧損問
題，也將加速國家特別強調的環保和節能
減排目標的實現。

第四，為用好中國的外匯儲備尋找正
確出路。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3萬多
億美元。這麼一大筆錢怎麼用？一直是國

內國外所關心的。現在外匯很大一部分用
來購買美國以及歐洲等國的國債，其間的
風險不言而喻。有人還建議，用外匯儲備
購買大宗產品以保值增值。但由於中國作
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的地位，對能源資源的
需求量、對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越來越大
。許多大宗產品，如鐵礦石一類，幾乎是
中國一買就漲，一停就跌。因此，在大宗
產品方面可作為的空間有限，那麼外匯儲
備的出路在哪裡？我在全國政協會議上，
連續兩年提出 「動用國家外匯儲備，借助
香港國際化平台支持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
」的提案建議，得到了中央政府、全國政
協及相關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

第五，可以解決貿易進出口失衡問題
。我國已連續 16 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
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5年成為全球遭遇
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中國企業還成為
美國337調查的主要對象。造成這一切的
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經濟對出口的過
度依賴，進出口失衡。巨大的貿易順差，
是國際貿易衝突的根源。如果我們細分析
一下，就會發現，我們的出口產品，很大
一部分是外資在華企業創造的，換句話說
，這些來華投資的外國企業，利用中國勞
動力以及原材料等方面的優勢，在中國生
產產品，再賣到國外去。那麼換位思考一

下，如果我們有條件的企業去國外投資，
再生產產品賣回國內，就會增加中國的進
口，減少貿易順差。我認為，中國海外投
資最大優勢不在於我們有錢，有比發達國
家更好的管理經驗，有比發達國家更高的
技術，而是中國有個龐大的市場。這將從
長遠上有助於減少貿易磨擦，調整經濟結
構，為下一步的發展贏得更好的國際環境。

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中國企業的海
外投資，也給予了政策上的各種支持。去
年底，我們在李克強副總理的關心支持下
，舉辦了首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搭建了
一個全新的協助內地企業到香港投資或通
過香港進行海外投資的平台，打開了中國
投資者與海外投資專案對接的視窗。今年
8 月將舉行的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
將更加強調務實高效，把海外投資產業扎
扎實實地向前推進。這裡最關鍵性的問題
是，要在總結這些年來海外投資的經驗和
教訓，努力探索有中國特色的海外投資新
思路、新模式。這也是第二屆中國海外投
資年會將要重點討論的問題。我作為年會
的組織者，在這裡拋磚引玉，談一點看法
與大家交流，也希望大家多多貢獻智慧。

我對有中國特色的海外投資新思路有
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要借船出海。應充分利用香港
作為海外投資的重要平台，鼓勵國企、民
企與香港企業合作，以香港註冊成立的港
資公司向海外投資併購。

香港不僅是全球最自由開放的地區，
也是WTO的創始成員之一，它具有一系
列的與國際接軌的貿易規則、法律、會計
準則、專業人才和運作模式，為我國的全
面對外開放，包括推動加入WTO都做出
了重大的歷史性貢獻。目前內地國際投資
約65%是在香港和通過香港在海外完成的
。如果能把香港的這些特殊優勢，與渴望
「走出去」、但因不熟悉國際市場且缺乏

跨國經營經驗和融資管道的內地企業密切
結合起來，定能成為中國企業 「走出去」
的一條捷徑，必將為加快實施 「走出去」
戰略開拓一片廣闊天地。我曾為此提出
「內地企業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提

案，已被中央政府採納。去年8月中央政
府宣布的六大項 36 條惠港措施其中一項
特別提出，支持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 「走
出去」。

其二，要開拓新領域。在產業領域上
，要有選擇地進行，有重點地推進，不要
貪大求全。要充分發揮中國在製造業方面
的優勢，建立新的海外生產加工基地。既
要在現有的資源能源領域做文章，又要爭
取在高新技術領域等方面尋求突破，同時
通過在外設立研發基地，利用外腦提升中
國企業的科技水準，通過在外實地參與全
球競爭，逐步建立中國企業國際化品牌。
更要注重民用領域的投資與創新。

大力發展農林牧產業，建立一些海外
種植養殖基地。這是海外投資的新戰略，

值得重視。中國地少人多，糧食安全和人
們對農副產品需求巨大。在城市化進程中
，產生了大量的城鄉爭地的問題。為保障
糧食產量，國家一直強調 18 億畝耕地的
紅線，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全球資源能
源共用的背景下，如果我們能拓展一下思
路，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去海外種莊稼、辦
牧場，農業生產的空間將不再只限於國內
的 18 億畝耕地，在更廣闊的空間裡有更
大的作為。農林牧產業海外投資資金量少
，風險小，相對利潤也不高，但是意義重
大而深遠。這方面我們和其他國家都在嘗
試，比如日本早已在巴西購買了面積超過
日本國內國土面積的土地作為農副產品的
生產基地，賣回日本又賣到全世界。馬來
西亞有企業到非洲種棕櫚樹，再把棕櫚油
出口到其他國家。中國也有企業到國外併
購牧場。當地連年虧損的牧場，到了中國
人手裡，細心經營，利用中國龐大的市場
優勢很快扭虧為贏。這其實是很好的範例
。現在很多人對國產奶粉不放心，一個重
要的問題是奶源問題沒解決。依靠我們現
有的耕地草場讓 13 億人喝上健康奶，並
不容易。如果能在國外建立一批奶源基地
，情況可能會大不一樣。類似的行業還有
許多。只要開動腦筋，農林牧產業大有可
為。對於這個問題，國家發改委提出的
「農業 『走出去』戰略規劃」中明確寫到
「未來國內企業到境外投資 『農、林、漁

（業）』都獲得包括財政、金融、稅收和
保險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支持」。看來，這
是大勢所趨，必須朝此方面努力。

其三，要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從總
體上看，中國企業 「走出去」規模小、仍
處於 「初級階段」，據統計，2011年世界
100 大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指數為 60.76%
，發展中國家100大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
指數為40.13%，中國100大跨國公司的平
均跨國指數僅為13.37%。民營企業到海外
投資更小，其增長速度與份額都相當有限
。中央企業的投資額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
投資額中所佔比重已超過七成。從這個意
義上來講，支援中小民營企業走出去的任
務更加迫切而艱巨。與大型國企相比，民
營企業具有很多自身優勢。主要是民企體
制機制靈活、 「船小好掉頭」，其把握商
機、風險管控、承擔責任的意識更強，一
旦投資不慎，一切風險由民企自擔，無處
轉嫁；加上民企自身的特殊地位，其經營
者更加具備吃苦耐勞的韌勁和勇往直前的
開拓精神，這些條件都有利於其在海外投
資發展。

中國企業 「走出去」是一個長期和複
雜的過程，面臨的困難比 「引進來」更為
艱巨，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復甦前景不明，
不確定因素增加的情況下，將遇到來自各
方面的諸多障礙，需要政府、商會等中介
機構、企業各方的相互配合、共同克服，
在 「穩中求進」的形勢下，創造條件幫助
中國企業加快 「走出去」。

在在 「「穩中求進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下的總基調下
積極探索中國海外投資新思積極探索中國海外投資新思路路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常務理事、香港中國商會主席、經緯集團董事局主席 陳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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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一日下午，彭清華會見了 「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十五周年」中央及地方媒體赴港集中採訪團，並就
香港的經濟社會現狀、中央出台的一系列 「挺港」
「惠港」措施對香港發展所起的作用、兩地經濟合作

與交流的發展趨勢等方面問題接受了採訪團的採訪。

各方面均取得明顯進步
彭清華首先向採訪團介紹了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

來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回歸十五年來，香港保持了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各界
人士，按照國家主席胡錦濤關於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
促進和諧」的總要求，努力工作，香港在各方面都取
得了明顯進步。

港同胞對前景充滿信心
彭清華說，在經濟民生方面，香港成功抵禦亞

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特別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
衝擊，推動經濟平穩發展，國際金融、貿易、航運
中心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被公認為全球最
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和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民
生逐步改善，市民安居樂業，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
。在政制發展方面，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明確了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 「時間表」，經過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獲得通過
並付諸實施，在香港民主發展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在兩地合作和對外交往方面，促進內地與香港合
作的一系列制度框架已基本確立，兩地在投資貿易
、金融合作、區域發展、人員往來，以及科技文化
交流等方面的聯繫更加密切，持續推進。香港的對
外交往空間進一步拓展，國際影響不斷擴大。在人
心回歸方面， 「一國兩制」已深入人心，愛國愛港
成為社會主流價值，香港同胞的國家和民族認同感
日益增強，對國家和香港的前景充滿信心。

彭清華指出，回顧香港回歸十五年走過的歷程，
可以自豪地說，這十五年是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
大成功的十五年，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十五年，是
兩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兩地同胞感情不斷加深的十
五年，是創造嶄新歷史的十五年。

中聯辦正配合籌備慶典
彭清華最後表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

是今年國家和香港的大事、喜事。目前，中聯辦正在
配合特區政府做好有關慶典活動的籌備工作，香港社
會各界也在積極組織豐富多彩的群眾性慶祝活動。相
信這些慶祝活動，將進一步彰顯 「一國兩制」實踐的
光輝成就，激發港人的愛國愛港情懷，推動 「一國兩
制」偉大事業不斷邁向前進。

【本報訊】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於本月初接受中央及地方媒體赴港採訪
團採訪，在談到香港回歸十五周年來取得的成就時表示，在中央大力支持
下，特區政府團結各界人士，努力工作，在各方面均取得明顯進步。彭清
華強調，回歸的十五年，是 「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巨大成功的十五年，是
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十五年，是兩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兩地同胞感情不
斷加深的十五年，是創造嶄新歷史的十五年。

▲彭清華接受央視記者採訪

▲聯合採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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