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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个月我国吸收外资“成绩单”
日前出炉——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810亿元，同
比增长 35.4%，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0.3%。

对比今年以来的引资数据可以发
现，抛开疫情因素，与2019年同期相
比，我国吸收外资呈现出逐月增长态

势：1至5月份，每月累计吸收外资增
速分别为 ：8.8%，20.2%，24.8%、
30.1%、30.3%，这也印证了外资正在
加速流入我国。

“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逆势反
弹并屡创新高，总体呈现出向好势头，
释放了全球最具投资吸引力目的地的
韧性和活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告诉记者。

30%以上的高速增长，固然有去
年低基数的因素，但抛开疫情原因，与
2019年同期比能保持逐月增长，难能
可贵，原因何在？

中国及时有力控制住疫情，经济
活力持续释放是重要原因。经合组织
中国政策研究室主任玛吉特·莫尔纳
表示，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经济迅速
恢复增长，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更为现
实的目的地。

“中国经济一直在强劲反弹。”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
说，几乎所有会员企业都看到中国对
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我们的企业将
长期耕耘中国市场”。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持续扩大对
外开放，是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投资中
国、抢抓机遇的深层原因。

霍尼韦尔今年4月发布承诺，将
于2035年前实现所有业务运营和设

施的碳中和目标。霍尼韦尔中国区总
裁林世伟说：“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为广大企业带来发展机遇，我们
将继续加大对华投入，以科技手段不
断开发满足中国客户能源和环境需求
的产品与技术。”

吸收外资量增质优，这一特点在
商务部数据中也有所体现：1至5月，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819亿元，
同比增长41.6%。高技术产业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增长34.6%。

中国美国商会日前发布的美国企
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约三分之二美
资企业视中国为优先发展市场，并计
划在2021年增加在华投资。中国欧
盟商会调查显示，60%的受访欧洲企
业计划在2021年扩大在华业务，这一
比例较去年上升近10个百分点。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中国对外开放非但没有止步，还推

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在金
融、文化、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
准入；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
条例，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率先完
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RCEP）核准程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
年利用外资将着重稳总量、优结构、提
质量，商务部将在营商环境上下更大
功夫，持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推动商
签更多高标准经贸协定。

展望未来，刘向东说，中国继续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拓展稳外资
空间，并利用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等多元化开放平台，这将为更好地吸
引外资提供助力，今年吸收外资有望
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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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6月13日电（记者
李伟）13日6时40分许，湖北省十堰
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
气爆炸事故。事发后，十堰市已投入
各方救援力量超过2000人。截至14
时，共搜救收治伤病员138人，事故已
造成12人死亡、37人重伤。

13日下午，记者从十堰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爆炸现场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
场是20世纪90年代初建造的二层楼
建筑物，一楼归属一家物业公司，二楼
归属社区管理。其中一楼有19间药
店、早餐店等店铺，二楼是活动室无人
居住，马路对面是46间便民摊位。

十堰市副市长王晓介绍说，目前，
事故现场913户居民和商户已被紧急
疏散。十堰市已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
挥部，下设现场抢救组、伤员救治组、
事故调查组等8个工作小组，全力以赴
开展救援。事故原因正加紧调查。

据十堰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付
祖斌介绍，事发后，十堰市已投入各
方救援力量超过2000人。救援人员
已携带大型救援设备、生命探测仪、
警犬等在现场展开搜救处置。张湾
区副区长肖旭说，目前，伤亡人员亲
属853人已就近安置在8家酒店。各
县（市、区）和市直部门人员已到岗到
位，加强值班值守，举一反三、加强排
查，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委主要领导
作出批示，省政府主要领导已赶往现
场组织救援。王晓表示，下一步，十
堰市将全力救助伤员，尽最大努力挽
救生命，减少人员伤亡损失；全力做
好周边社区居民的疏散和有序安置
工作；妥善处理死亡人员善后工作，
全力做好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抓
紧调查事故原因和责任倒查追究；抓
紧对周边房屋开展安全鉴定，包括
水、电、燃气等隐患排查。

广东成立
疫情防控问责联合调查组

新华社广州6月13日电（记者毛一竹）广东
省纪委监委13日对外通报，经广东省委批准，广
东省纪委监委、广州市纪委监委近期成立疫情防
控问责联合调查组，对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进行调查，坚持依规
依纪依法，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
和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云南将帮助北迁亚洲象
逐渐返回适宜栖息地

新华社昆明6月13日电（记者赵珮然）记者
13日从云南北迁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易门县
现场指挥部了解到，云南将尝试利用降雨、降温等
有利条件，通过科学、适量投食引导，疏堵相结合
的方法，帮助北迁亚洲象逐渐返回适宜栖息地。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
向如武介绍，指挥部坚持“不伤人、不死象”的原
则，采取了物理隔离、动态鸣警、投放食物等方式
对象群活动进行干预，多次成功阻止象群进入村
镇、大型城市、人口密集区。

“目前，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已覆盖云
南全省，公众无须单独购买。”向如武说，云南已对
北迁亚洲象沿途造成的群众经济财产损失启动野
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定损赔付工作，待统计
定损工作完成，将对沿线居民损失进行赔付。

台湾连续10天新增
逾20例新冠死亡病例

据新华社台北6月13日电（记者吴济海 姜
婷婷）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3日公布新增
17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为174例本土及1
例境外输入个案；确诊个案中新增26例死亡，其
中有4人死后才确诊。这是台湾连续10天单日
新增逾20例死亡病例。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地区累计
12921例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达11713例。
确诊个案中累计437例死亡。

新通报的26例死亡个案共计为男性15位、
女性11位，年龄介于50多岁至90多岁，确诊日
介于5月15日至6月12日，死亡日介于6月4日
至6月12日。

对于单日新增本土病例降至200例以下，指
挥中心表示，确诊病例确实渐渐减少，但现在尚未
到可放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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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1天时间，我家粽子就卖了1500
多个，后面都没货补了，没想到活动这么
火爆。”6月12日，在海口新城吾悦广场举
行的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上，参展商
薛桂布高兴地说，通过本次展会，她家的
儋州“福海黑姐”粽知名度得到了进一步
的提高，预计整个端午节粽子能卖到10
万个左右。

“福海黑姐”粽是儋州当地比较有名
的品牌之一，多年来长期销售粽子，有了
相对固定的客户。其传承人薛世壮在
2012年被儋州市政府授予“民间手工技
艺儋州粽子代表性首批传承人”的称号，

“福海黑姐”粽2018年被评为“海南十佳
名粽”，同年被海南省食品安全协会评为

“优质诚信品牌粽子”。

据薛布桂介绍，本次海南端午名粽
展，她带了1500个粽子过来展销，从6
月11日中午到晚上8时许，卖出500多
个，让她感到很意外，没想到儋州的粽子
这么受欢迎。不少客户直接来到活动现
场订购，到第二天中午粽子就全部卖完
了。“预计今年我家的粽子能卖10万个
左右吧。”薛布桂说，活动效果好，能带动
产品的销售，她家的粽子卖到了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

“展会期间，我家粽子卖了60多盒。
没想到销量这么好，备货不多。”儋州“静
姐粽子”负责人李旺说，自家的粽子品牌
是母亲张端静所创，一年四季都卖，因此
很少参加展会活动，之所以参加2021年
海南端午名粽展，是因为这个活动是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和儋州以及其他市县政府
部门共同举办的，活动权威、影响力大，所
以才决定参加。通过本次展会，在海南日
报及相关媒体的报道下，自家的粽子品牌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信以后销量会越来
越好。

儋州“舅母粽子”虽然2019年才注册
商标，但是创始人赖秀艳早在20多年前
就开始包粽子卖了。“平时都是给那大的
酒店宾馆、饭店供货，这几年才开始卖往
省外。”赖秀艳说，平时她除了包粽子卖，
还制作腊肠、腊肉，多年来，在儋州当地
有了比较固定的客户，产品销量有保
证。后来亲友和客户都说，你手艺这么
好，为何不扩大生产？于是，她建起了加
工厂。注册商标后，她开始在网上销

售。北京有一位微商吃过她家的粽子
后，专门跟她联系，愿意代理她家的产
品。2020年这位代理商共卖了8000多
个粽子，全国各地都有发货。

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是赖秀艳
首次参加的粽子展会，“一天时间卖出
50多盒，心里很高兴。”赖秀艳说，这次
参加展会让她尝到了甜头，今后将继续
参加，进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让大家知
道儋州“舅母粽子”品牌。

儋州粽子之所以好吃，在于食材和
制作工艺的讲究。粽叶多选用宽大的箬
叶和苇叶，叶色青翠，有清香味。采回粽
叶后，把叶子泡了一夜后再开始煮，煮到
叶黄了才能使粽叶去涩出香。儋州粽子
的配料比较讲究，首先要选用纯净糯米，

淘洗浸两到三个小时后捞起滤干，加入
少许精盐搅拌；内馅则选用当地的农家
黑猪，以猪脚、排骨、猪腿肉或者八分瘦
两分肥的五花肉，切成大小合适的方块
状，加入料酒、味精、生抽等调料充分混
合腌制，然后根据个人喜好，加跑海鸭蛋
黄、红豆等作为馅料，不用八角等味道浓
的调料，保留了粽子的纯正味道。而且，
包粽子时会将其扎紧，保证包出来的粽
子不会散开。之后，用柴火慢煮8个小
时左右出锅，这样煮出来的粽子形靓色
雅、肉质不腻、香软松化、味道浓郁。

早在10多年前，儋州市委市政府就
开始打造儋州粽子产业，把儋州粽子作
为九大特色农产品重点打造，并列出专
项资金，支持粽子产业品牌建设。连续

多年与省内主流媒体合作，精心策划“儋
州粽子文化推广季”宣传推介活动，使得
儋州粽子品牌及其文化影响力不断扩
大。2016年2月，“儋州粽子”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随着儋州粽子的销量不断攀升，由
此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带动了儋
州黑猪、跑海鸭、粽叶等种养业的发展。”
儋州市有关负责人说，种养方面，包括糯
米、粽叶、黑猪和跑海鸭等；就业方面，各
家粽子厂家共聘用工人近1000人。此
外，还带动了物流、电商平台等产业的发
展。在各方的努力下，预计今年端午节
前后儋州粽子产量达1000万个，产值
1.5亿元左右，成为儋州当地富民强市的
产业。 （文/林枫）

借助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扩大销量提升品牌知名度——

儋州粽香溢神州

⬆ 6月11日，市民游客积极参加海南端午名粽展。

➡ 6月11日，海南端午名粽展在海口开幕。 本组图片均由 肖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