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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是
美国中国总商会成立于
代表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的非盈利组

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以下简称“基
金会”）成立于 2014 年，是美国
中国总商会下属、符合美国税法 501(c)
(3) 条款的慈善基金会组织。基金会致力
于帮助中资企业在美实现其社会责任、
回报当地社会，并促进美国社会对中国
文化及中国企业的了解。

经过 10 年的发展，美国中国总商会已经
成为中资企业在美国互相合作、共同发
展的平台，是维护中资企业在美利益的
重要力量。

T

织。总商会旨在为来美投资的中资企业
提供服务，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争取相关利益，促进中美两国的商业交
流与合作。总商会会员涵盖在美国投资
的各类中资企业及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
美国当地企业，其中 40 家会员企业位列
世界 500 强。

F

ounded in 2005,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CGCC)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mission is to promot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suppor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ur members, and enhanc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U.S. business
communities. CGCC’s extensive membership
includes numerous companies from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forty
Fortune Global 500 companies.

he CGCC Foundation is an IRS
501(c)(3)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t is dedicated to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giving back 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GCC now stands as the foremos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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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全新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
即将发布

为

了更便捷周道地为会员服务、分享
商务信息及相关资讯、促进商务合
作与交流，美国中国总商会建设全新网站，
同时开设微信公众平台，并将于八月中旬正
式发布。

!”

“扫我

新版的总商会网站在多方面进行了变革
优化：
•会员可从主页活动预告中清楚了解商
会近期将举办的活动，并可在线注册；
•会员可通过新网站阅读会员专属的总
商会月刊，了解每月会员内部重要动态；
•新会员注册更加便捷，可直接从首页
进入加入商会申请页面，在线填写并提交申
请信息等；
•增设中美商务要闻、文化生活资讯等
多个板块，为会员第一时间提供相关商务和
生活资讯，优化用户体验；

1

•增设电子图书馆板块，访问者可通
过电子图书馆浏览在美投资相关法律税务等
专业资讯，以及总商会出版的中企北美商业
调查报告等行业报告，作为投资美国的帮助
参考；
•同时新网站还为会员提供了企业宣
传板块，欢迎有兴趣进行宣传的会员联系总
商会，邮件至 contact@cgcc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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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总商会微信公众平台也将
一并推出。总商会微信平台顺应时代需
求，通过手机便捷地为会员定期发布商
会动态商务资讯。同时，微信平台具备
信息分类功能，回复相应数字将收到相
应类别信息，更多分类详情请关注微
信号：CGCCUSA，与我们进行掌上互
动。
总商会在各个方面追求以最优质
便捷有效的方式为会员服务，欢迎广大
会员及非会员朋友体验总商会新网站与
微信平台，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与建
议。总商会将一如既往注重细节，提升
品质，更好地为帮助会员在美发展，为
促进中美商贸交流做出不懈努力。

美国中国总商会微信平台的一些功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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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亲切会见
总商会代表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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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代表等到访总商会

美

京时间2015年7月24日 — 美国驻华
大使马克斯·鲍卡斯于北京亲切会见
了来访的美国中国总商会代表。他强调“中美
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高度
赞扬了总商会十年来在促进中美企业交流合作
方面做出的贡献。

国东部时间2015年8月5日 — 美国商
务部副助理部长Patrick Santillo、纽
约美国出口援助中心代理主任Melissa A. Hill到
访总商会，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袁冬，总
商会执行总监牛灿就中美双向投资及经贸合作的
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气氛友好的会谈。

在交流中，他强调了一系列中美经贸关系
中的重要数字。现如今，两国日均商品或服务
往来超过10亿美元，双边投资总额已逾1000亿
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美投资达到480
亿美元并成为对美投资的第五大资本来源地，
创造了600多万当地就业机会。

Santillo先生简要说明了美国商务部目前对
华政策的重点与趋向，Hill女士阐释了美国出口
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袁冬行长则介绍了中行在
美发展情况以及下半年工作重点。双方通过此次
会面极大的增进了相互了解，美方代表对中企及
总商会下半年的诸项活动展现了浓厚兴趣，尤其
是省州长对话与中美中小企业论坛、“选择美
国—投资美国推介暨项目洽谈会”等。

最后，鲍卡斯大使还特别向总商会成立十
周年表达了诚挚祝贺并希冀总商会未来发展取
得更大的成功。

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与总商会执行总监牛
灿合影

(从左至右）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Patrick Santillo，纽约
美国出口援助中心代理主任Melissa A. Hill，中国银行纽约
分行副行长袁冬，总商会执行总监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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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
（来源：中国侨网，新华网）

2

015年7月1日，美国中国总商会芝
加哥分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来自
芝加哥和美国中西部地区２２家中资企业
代表参加大会，万向北美公司总裁倪频主
持了会议。

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中资企业在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总领馆将对分会的各项工作给予大力支
持，并将一如既往地对中资企业提供优质
服务。

倪频在大会上致辞说，２０年前，芝
加哥几乎找不到一家真正的中资企业。随
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中美关系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中资企业背靠祖
国，发挥中资企业的优势，讲诚信，在美
国会大有作为，可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
挥更大作用。

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中国银行芝加哥分行行长许可飞
宣读了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徐辰的贺信。
贺信希望分会借芝加哥的东风，长风破
浪，横跨太平洋，把中美经贸合作推向一
个新的高峰。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卫平认为，
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常务理事会的
召开恰逢其时。“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图为参加会议的企业代表合影
(来源: Xiao Yun, USChinaPress)

4

据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介绍，美国
中西部地区９个州现有中资企业约１７０
家。

图为万向北美公司总裁倪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商会新闻

2015 Vol. 8

朱洪公使携总商会会员企业代表访问夏洛特市

2

015年7月6－7日，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朱洪公使与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企业
代表应邀访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会见了北卡州经济发展组织及夏洛
特商会负责人，就推动中美省州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朱公使还与在北卡州
和南卡州投资的中国企业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实地考察了浙江科尔和江南化纤两家中
资制造企业。
应邀访问的商会企业代表有：徐海峰，中国银行美国地区副行长、郭新月，中国
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总经理助理、唐沛，中建美国有限公司南卡副总裁，张北
勋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华盛顿区域总经理，方春银，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纽
约代表处首席代表、战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北美事业部助理总经理、牛灿，美国中国
总商会执行总监。

图为朱洪公使和应邀访问的商会企业代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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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
美国中国总商会40位会员企业登榜
(来源： 财富中国网站)

财

富中文网于北京时间2015年7月22
日晚与全球同步发布了最新的《财
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上榜公司数量继
续增长，今年达到了106家。中石化在榜上排
名上升至第二位。5家中国内地公司首次上榜，
分别是：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中国光大集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保利集团、海航
集团。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
全球大型公司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被誉
为“终极榜单”，由《财富》杂志每年发布一
次。今年，世界500强的入围门槛提高至237.2
亿美元；总收入达31.2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
长了0.49%；但总利润比去年减少了14.76%，
为1.67万亿美元。
今年排名前三的公司依次为：沃尔玛、中
石化、壳牌石油。中石化在榜上排名比去年上
升一位，排名超过壳牌石油，成为榜单亚军。
定义和说明
方法   本排行榜按截止日不晚于2015年3
月31日财务年度的营业收入对公司进行排名。
所有上榜公司必须公布其财务数据并将部分或
全部数字提交政府机构。数字以报告为准，比
较对象为最初报告的上一年数字。《财富》杂
志不会因会计准则的变化而重新确定上一年的
数字。

6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是计入子公司和已终
止运营业务收入的合并报表数字，但未计入营
业税。银行的营业收入为利息毛收入和非利息
毛收入之和。保险公司的营业收入计入保费、
养老金收益、投资收益、已实现的资本利得或
损失以及其他收益，但未计入存款。
利润 利润为税后利润，并扣除损益表上
的非正常赊销或非正常费用、会计准则变动累
积影响数、非控股股东（即少数股东）权益，
但未扣除优先分红。利润降幅超过100%，表
示该公司由2013年赢利变为2014年亏损。由
于税基不具有可比性，本表只列出股份合作公
司和合伙企业的利润，而不将之与其他上榜公
司的利润比较。互助保险公司的利润依据法定
会计准则计算。非美国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均按各公司财务年度的平均汇率转换成美元（
除注明外，财务年度截止日均为2014年12月
31日）。东芝公司排名第157位，由于其年度
利润数据涉及财务造假遭到调查，此项暂时空
缺。  
资产负债表   榜单所列资产为各公司财务
年度截至日时的数字。股东权益为同一日股
本、实收资本、截留利润的总和，未包括非控
股股东（即少数股东）权益。非美国公司公布
的数字均按各公司财务年度截止日的汇率转换
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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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员工人数为该公司所公布的财务年度截止日数字或年度平均数字。对提供了全职员工
和兼职员工数目的公司，以两名兼职员工相当于一名全职员工计算。
中位数 2013年以来的利润变化中位数未计入在2013年亏损或是在2013年和2014年均亏
损的公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出有意义的百分比变化。
编制人员   本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是在排行榜编辑Scott DeCarlo的领导下编制
的，记者Douglas Elam、会计专家Richard Tucksmith和Rhona Altschuler、市场编辑Kathleen
Smyth审核了财务报告和年度报告。日本公司的数字由驻东京记者Cindy Kano核准确认。北京办
事处经理张丹提供了中国公司的数字。《财富》商业信息研究中心数据库管理员Larry Shine提供
技术支持。Edith Fried审核并编辑了非统计信息。研究员Viki Goldman和Kathleen Lyons协助核
实了数据，她们采用的数据由FactSet Research Systems、Hoover’s、Morningstar Document
Research、S&P Capital IQ和Thomson Reuters提供。
今年共有40位总商会会员企业登上财富500强榜单，其中包括8位联系会员。总商会对这些
企业表示祝贺！自成立以来，总商会世界500强会员的数量持续增加，总商会将继续为会员企业
服务，协助其取得更大的成功。

7

2015 Vol. 8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会员新闻

延锋确定美国建厂 仪表板供应大众车型
(来源：盖世汽车网 )

上

汽集团旗下上海延锋饰件有限公司已
经确定将在美国投资5,500万美元建
厂，供应大众附近的工厂。
延锋将为大众供应的零部件包括副仪表板
（floor consoles）、仪表板以及行李箱饰板支
架（trunk trim），配套大众未来车型。新工厂
将招聘325人，预计2016年投入生产。
今年3月份，曾有外媒报道称，延锋着眼
于为大众CrossBlue中型SUV配套提供内饰件，
因此计划在查塔努加（Chattanooga）兴建一座
工厂，涉及的项目将以百万美元计。

当时延锋美国总部人力资源负责人Kerri
Szalony曾表示，延锋美国正在查塔努加区域
物色合适的厂区：“公司目前手头已经有数个
选择。我们眼下正在和当地政府进行政策优惠
方面的对话，预计能够在两个月内确定最终结
果。”

(照片来源: Volkswagen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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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授予五矿集团首次A3评级 评级展望稳定
（来源：新浪财经）

穆

迪已向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授予首次A3
的发行人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穆迪同时向Minmetals Bounteous Finance
（BVI） Limited拟发行、五矿集团担保的美元高
级无抵押债券授予A3的评级。

ba2的BCA反映了：（1）五矿集团庞大的
金属和矿业资产组合以及多元化的地区分布；
（2）其在中国金属和矿产贸易业务的领先地
位；（3）2016年以后主要信用指标因为秘鲁
Las Bambas铜矿项目而有望改善；（4）其房地
产和金融板块带来适度的业务多样化益处；（5
）政府对业务运营的持续支持。

五矿集团拥有庞大的金属和矿物资产组
合，涵盖铜、锌、钨、锑、锡、稀土、钽铌、
镍、铅，银和金。其矿物资产广泛分布在南美、
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中国。该公司是全球
最大的矿山锌生产商之一，Las Bambas铜矿项目
于2016年投产后公司可望成为全球领先的铜矿
穆 迪 副 总 裁 、 高 级 分 析 师 周 莫 深 （ J o e 生产商之一。Las Bambas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在建
Morrison）称：“5个子级的提升受到下列因素 铜矿之一。五矿集团于2014年7月以大约70亿
所支持：五矿集团对中国金属矿产资源安全的战 美元收购该项目。
略重要性、中国政府的全资所有权、以及主要政
穆迪同时指出，五矿集团的BCA受制于其目
府金属供应商的地位。”周莫深亦是负责五矿集
前较高的债务杠杆率和波动的金属价格。较高的
团的国际主分析师。
杠杆率主要是由于收购海外资源的资本支出、较
穆迪认为，五矿集团是中国在海外收购金 高的运营资本需求和金属价格低迷的态势所致。
属资源的主要平台。该公司在众多中国企业当中
稳定的评级展望反映了穆迪预计该公司
拥有最大的铜和锌储量，从而提升其对中国的战
对中国政府的战略重要性将会持续，同时Las
略重要性。
Bambas项目将于2016年第一季度投产，从而支
五矿集团此前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交了关 持其去杠杆化趋势。
于海底多金属结核的勘探和开发项目申请，该申
穆迪表示，由于该公司的信用指标疲弱、
请已获得中央政府担保。
资本支出庞大、Las Bambas项目涉及执行风险，
穆迪助理副总裁、负责五矿集团的本地市 因此未来2至3年评级获得上调的可能性有限。但
场分析师邢平平称：“中国政府一直给予五矿集 是，如果五矿集团的盈利能力和财务杠杆率得到
团有力的财务支持。2008至2014年，中国政府 改善，其中EBIT利润率升至8%或以上，同时债
以注资和财政补贴的形式给予五矿集团大量的资 务／EBITDA比率持续低于4.0倍，则长期而言评
级可能获得上调。
金支持。”
穆迪表示，五矿集团A3的评级包含了ba2
的基础信用评估（BCA）和5个子级的评级提
升。评级提升的原因是根据穆迪对政府相关发行
人的联合违约分析，中国政府（Aa3／稳定）有
望给予五矿集团极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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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和达美航空巩固战略伙伴关系
（来源：新华网）

中

国东方航空与达美航空公司7月２７
日签署了一份协议，以扩展其伙伴关
系，并且将达美的全球网络更好地与中国东方
航空相连结。协议包括达美航空向中国东方航
空投资４．５亿美元并取得其３．５５％的股
份。
对于两家航空公司的协作和伙伴关系而
言，这次合作象征着一个重要的新台阶。这将
使得达美和中国东方航空在中美之间航线上具
有更为有效的竞争力，为两国乘客提供更多的
出行选择，并在乘客体验方面作出共同投资。
作为促进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
分，中国东方航空与达美航空签署了一份附条
件的股份认购协议，达美将投资４．５亿美元
认购中国东方航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Ｈ
股股份，投资总额预计约占中国东方航空在香
港上市Ｈ股股份的１０％以及总股本的３．５
５％。达美将有权在东航的董事会中取得一个
观察员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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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和达美的合作，是两家优秀的航
空公司连接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全球前两大航
空市场的战略合作，我们对合作的前景充满信
心。”东航董事长刘绍勇表示。
“达美对中国东方航空进行股权投资，也
是对双方合作伙伴关系美好前景的投资。”达
美航空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安德森表示，“
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旅游市场，并且其预计增
长速度超过全球平均速度的两倍，可能在未来
几年中成为美国的最大旅游市场。”
达美和中国东方航空（及其全资子公司上
海航空）目前以代码共享方式经营３０条美国
国内航班、４３条中国国内航班以及７条中美
之间的跨太平洋航班。达美每日提供６班自美
国飞往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的直飞航班，东方
航空则每日提供４班自上海至美国三个最大市
场的直飞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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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在美新建技术中心 完善世界一流研发平台
（来源：腾讯数码）

据美通社报道，海尔集团日前宣布了在美国印第安纳
州的埃文斯维尔市建立北美技术中心的计划。据悉，海尔将
通过此举，整合世界一流研发资源，建立完善自身世界性的
研发平台，进一步开拓北美市场，巩固全球第一白电品牌的
行业领先技术水平和领导地位。
记者了解到，该产品研发技术中心占地面积约为30,000平方英尺，设施整修即将启动，建成
后将重点支持并发展海尔的北美市场，核心研究方向包括家电、家居休闲产品和家庭娱乐产品等，
预计将在2015年年初开业。自今年秋季开始，该研发中心将对外公开进行工程师、设计师、实验室
技术人员、制模师及其他专业人士的招聘工作。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家电制造商，海尔的战略是建立本地化的研发和制造基地，使公司能
够支持各个地区的具体需求。”海尔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米库（Adrian Micu）
说。“借助埃文斯维尔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我们相信我们能快速成功地打造出一个技术中
心，专注于设计为美国消费者独特的使用体验量身定做的产品。”
海尔此次建立研发中心的计划也得到了印第安纳州州长潘斯对的支持。潘斯对表示，这是一个
双赢的决定。埃文斯维尔市市长劳埃德·温内克说：“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使海尔成功，通过在埃文
斯维尔建立世界级技术中心从而持续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并扩大在北美的产品销售。”
分析人士指出，海尔在美国建立技术中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海尔集团目前正在进行“企
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互联网战略转型，将海尔打造为无障碍接通各类资源的平
台，将员工转变为创客，满足互联网时代下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多次
表示，研发中心也应该是开放的系统，接入全世界最好的资源。世界就是海尔的研发部。海尔在美
国建立技术中心，不仅是海尔提升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步骤，也是海尔
集团“以世界为研发部”的研发思路的具体体现。
据了解，海尔是国内企业实现全球化最为成功的集团之一，2014年上半年，海尔在海外主要
区域的市场业绩同比增幅高达8%，实现逆市增长。这一成功得益于海尔在整合全球资源的五个方
面，即设计、采购、制造、营销和资金运作均以平台化的思路实现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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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万通金控公司与 Asia Banshares Inc. 完成合并
(来源： 国泰万通金控公司）

[2015 年 8 月 3 日,洛杉矶讯] 国泰银
行之控股公司国泰万通金控公司(那斯达克代
码:CATY)今日宣布,已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完
成与 Asia Bancshares, Inc.的合并。 交易完成
后,Asia Bancshares, Inc. 已合并成为国泰万通金
控公司,以及亚细亚银行 已合并成为国泰银行。
合并后公司总资产约为 124 亿美元,总存款约为
98 亿美 元,在全美 9 个州经营 57 间分行,并设
有 3 个海外据点。
根据合并条款,国泰万通金控公司发行 258
万股普通股及支付 5700 万美元现金, 购买 Asia
Bancshares 已发行和流通的股票,按照 2015 年
7 月 31 日国泰万通金控公 司的收市价,合并的市
值约为 1 亿 3990 万美元。基於正确并按时提
交且被接纳的 投票,以每股 Asia Bancshares 股
票兑 3.2134 股国泰普通股,获 Asia Bancshares
股东
超额认购,并将按比例分配。因此,大约
36%的 Asia Bancshares 股票(按股票投票 而
定)将获得每股 Asia Bancshares 股票现金兑价
86.76 美元。选择现金的 Asia Bancshares 股东
和那些未能按时提交选择的股东将会获得每股
Asia Bancshares 股票 现金兑价 86.76 美元。
任何零散的国泰万通金控公司普通股会集中并
以该比例乘以 32.43 美元支付。
配合本次合并,国泰银行成立一个资深顾问
委员会,为东岸合并后的银行业务提供 指引。四
位亚细亚银行的董事会成员,蔡仁泰先生(Jentai
Tsai)、蔡瑜祥先生(Yu- Shyang Tsai)、廖梧兴
先生(Wu-Hsing
Liao)及黄林喜艳女士(Kathy
Huang),在完成合 并后将分别出任该资深顾问委
员会之主席及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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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国泰万通金控公司
国泰万通金控公司为国泰银行(加州州立特
许银行)的控股公司。国泰银行成立於 1962 年,
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国泰银行目前拥有 33 间
加州分行,12 间纽约州分 行,3 间伊利诺州芝加
哥分行,3 间华盛顿州分行,2 间德州分行,1 间马
里兰州分 行,1 间麻州分行,1 间内华达州分行,1
间新泽西州分行。另在香港设有 1 间分 行,及於
台北及上海设有代表处。如需更多资讯,请浏览
国泰银行网站 www.cathaybank.com。
前瞻性陈述
本新闻稿载有除历史事实外的所有陈述均
为前瞻性陈述,属 1995 年《私人证券诉 讼改
革法》规定关於管理层对将来业绩和事件的信
念、预测和假设。前瞻性声明是 基於管理层的
估计,信念,预测和假设,并不保证未来的业绩。这
些前瞻性陈述受 某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
实际结果与我们的历史经验及目前的预期或预
测产 生重大差异。某些风险在国泰万通金控公
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报告 10- K
表(特别是 1A 项),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等报告,及国泰 万通金控公司不时向
SEC 提交的档案中被记述。除法律要求外,国泰
万通金控公 司无意也没有义务更新任何前瞻性
陈述或公开宣布前瞻性陈述的任何修订,以反映
未来的发展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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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门窗获杰出传播奖及史迪威国际商业奖

在

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协和门窗屡获嘉奖。近期，更是分别授颁由互动与视觉
艺术学院评定的“杰出传播奖”以及史迪威国际商业奖（Stevie Awards）企业概述视
频类别铜奖。获奖作品为企业25周年纪念视频，该宣传片于庆祝协和成立25周年的晚会上首次播
放并随后公布在公司官网。
据悉，该片由艾美奖获奖导演执导，旨在记录和展现协和门窗25年的风雨历程。公司首席
运营官Steve Chen介绍说，他们“希望能够制作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而非千篇一律的编年史
或大事记。期待通过影片能够传递出一种激励人心的创业精神、员工们勤恳的工作态度以及对本
土制造的执着坚持”，而在他看来，这些目标都被该作品超水平的完成了。
“杰出传播奖”是由互动与视觉艺术学院评定的国际奖项，该学院有超过600名全球成员组
织，涵盖主流的媒体，广告与营销公司，包括康泰纳仕、迪斯尼、雅虎、 MTV、时代集团等等。
今年，有超过6000份作品报名参赛。
史迪威国际商业奖（Stevie Awards）被誉为“商界的奥斯卡”，是全球唯一涵盖所有企业的
国际性奖项，其名称源于希腊语“加冕”一词，象征着全球商业界的最高荣誉。该奖项包括6个
项目，涵盖美国商业、国际企业、史迪威亚太奖、史迪威商业女性奖及史迪威销售与客户服务奖
等。每年有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4600多家企业参加，评委为来自全球的250名企业高管。
其评奖过程非常严格，需要经过两轮筛选：第一轮评出最终获奖名单；第二轮再从中评出金银铜
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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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紫光230亿美元收购美光 将面临美国监管高墙
（来源：华尔街见闻）

中国的清华紫光（Tsinghua Unigroup）
向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发出了价值230亿美元的收购要
约，然而，该要约很可能无法获得美国政府机
构的批准。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安全专
家James Lewis表示，“我认为他们将经历非常
艰难的时期。CFIUS对国有企业一直持怀疑态
度，这将是一个巨大障碍。”

中国最大的国有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清
华紫光，已向美国仅存的一家动态随机存取存
储器（DRAM）生产商，美光科技，发出了价
值2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这一金额相当于此
前中资收购美国企业最高交易额的三倍以上。

他补充道，“第二个障碍是，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一直对向中
国微电子行业的技术转移表示不快。这并不是
说中国最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我认为，其
中一个因素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受到了不公平
对待。”

和美光科技周一收盘价相比，清华紫光的
要约相当于19.3%的溢价收购。
不过，美光科技发言人称，并未受到清华
紫光的收购要约，并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
该要约一经公开，将受到包括美国财政部
的海外投资委员会（Treasury Department’s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CFIUS）在内的政府机构的审查。

分析师指出，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一
直渴望建立自己的存储器业务，包括在服务器
以及快速增长的移动业务中使用芯片。
金融服务公司Cowen的分析师Timothy
Arcuri称，“我认为司法部不可能同意。”她
指出，“DRAM涉及很多安全问题，是与国防
有关的技术。它被用于很多存储敏感信息的
企业服务器。此外，美光科技是国内仅存的
DRAM生产商，从监管的角度而言，将有很大
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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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球影响力提升
对外投资扩大
（来源： 财政部亚太中心）

随

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提
升，对外投资总额逐步赶上
FDI，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商务部在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中
国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4205亿元，同比增
长8.3%；对外投资3432亿元，同比增长
29.2%，增速明显快于FDI。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陈炳才称转折
点将在今年出现——中国将成为资本净输
出国。他认为随着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推
进，中国海外投资只会加快，这一趋势将
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美联储黄皮书：美国
经济扩张持续加速
（来源： 驻旧金山总领馆经商室）

据

《华尔街日报》7月15日报
道，根据美联储周三公布的黄
皮书，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截至2015年
中持续扩张，全美各地的汽车销售和放贷
活动增长，薪资压力温和，美联储12个联
邦辖区中的7个称其企业对经济持乐观态
度。全美就业水平上升，特别是服务业如
人力资源、建筑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就业人
数增加，若干辖区称高技术和特长工人的
就业市场保持紧俏，但近期全美最低工资
调涨消息可能增大薪资上涨压力。借贷活
动全面增长，半数辖区的房地产借贷活动
增加，若干辖区的汽车贷款增长，几乎所
有辖区汽车销量都呈现上升。
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周三表
示，因国内经济在面临全球威胁的背景下
仍持续改善，该央行仍处在今年提升短期
利率的进程之中。由美联储12个地区银行
执行的调查结果也支持了尽早而不是延后
加息的立场。

(Photo: Sinog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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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贸易代表：希望年底前将TPP协定递交国会
（来源： 经济参考报）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7月1日表
示，他希望美国与其他11个亚太国家在近期
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谈判，并在年底之前将协定递交美国国会批
准。
弗罗曼当天在美国政治新闻网举办的一
场活动上说，TPP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但还
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知
识产权保护和国有企业规则等，这类问题通
常是最难解决的。
弗罗曼表示，在获得美国国会的“快速
道”授权后，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结束这
些谈判，并在今年底之前将协定送交国会批
准。他透露，未来几天美国将与其他TPP成员
进行磋商，商定下一轮首席谈判代表和部长
级会议的时间，以推动完成整个谈判。
弗罗曼淡化了美国与日本在农产品和汽
车市场准入问题上的分歧，称过去一年半双
方已取得很好进展，不会成为TPP谈判的障
碍。由于美日占12个TPP成员经济总量的约
80％，美日能否就市场准入谈判先行达成一
致是推动整个TPP谈判前进的关键因素。

弗罗曼还表示，TPP不同于以前贸易
协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任何商品会被排
除在谈判之外，但美国并不要求所有商品关
税必须削减至零，也可通过关税减让、扩大
配额等其他方式为美国商品寻求更大市场准
入。
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29日签署贸易促进
授权法案，给予美国政府“快速道”授权，
以推动TPP谈判取得进展。该法案将为美国政
府设置贸易谈判目标，作为交换，国会承诺
一旦达成贸易协定，就将迅速对其进行直接
表决，不对内容做任何修改，以加快贸易协
定的法定批准流程。此前不少TPP成员都在关
注美国“快速道”授权的立法前景，不愿过
早在一些敏感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从而导
致谈判停滞不前。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奥巴
马政府获得“快速道”授权后，TPP各方考虑
将于7月底举行下一轮部长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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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就业取得进展但通胀令人忧心
（来源： 华尔街日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在
政策声明中强调美国就业市场的进展，显示其
仍处于在9月或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道路上。
与此同时，美联储也指出低通胀令官员们
保持谨慎，且可能说服他们延后开始加息。
美联储在结束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后决定
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近零水平，为官员
们在9月16日与17日会议上可能进行艰难的讨
论埋下伏笔。
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已表示官员
们预期在今年加息。美联储在年底前还有三次
政策会议，下一次将是在9月份。周三的政策声
明并未就加息时机给出明确信号，这使得美联
储既可以在9月份采取行动，又无须事先作出将
采取行动的明确承诺。
当前美联储思维的关键是其如何看待充分
就业和通胀接近2%的双重使命。
美联储曾表示，当看到就业市场取得改
善，且对通胀朝2%回升具有合理信心时，便会
开始加息。
美国失业率已从2009年的10%降至今年7
月份的5.3%，但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却在逾
三年来保持低于2%的水平。尽管就业市场取得
进展让官员们有意采取行动，但通胀持续未能
达到目标令他们感到迟疑。
官员们在政策声明中强调，就业稳健增
长，失业率下滑。有关就业增长的语句比美联
储6月政策声明更为乐观，因后者仅称就业增长
加速。美联储也小幅调整了对于就业市场疲弱
的评估，称劳动市场资源利用不足的情况已消
退，相较之前仅称疲弱情况已＂有所″减退。

新的声明也包括了另一项微小的暗示，显
示官员们自认已更接近达成充分就业的目标。
数月以来，官员们都表示希望看到劳动市场取
得进一步进展，才能确信加息时机已到。在周
三的声明中，官员们仅称他们希望看到＂一
些″更多的改善，显示他们认为就业改善的程
度已接近采取行动的水平。
美联储一如往常的表示，经济一直在温和
扩张，消费者支出和家庭投资皆有增长。
与此同时，官员们表示通胀持续低于2%目
标，他们将继续密切关注通胀走势。这显示美
联储对通胀的低水平感到些许不安。
基准联邦基金利率自2008年12月以来便
保持在近零水平。
低利率旨在通过鼓励家庭和企业借款、支
出与投资，以刺激经济活动。美联储的一个担
忧是低利率可能也助长了其他泡沫，譬如令经
济在2007年至2009年陷入衰退的房市泡沫。
国际经济情势也是官员们为今年余下时间
进行规划的考量之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
增长放缓正令商品和其他进口到美国的产品价
格承受下行压力。
美联储官员已称这些趋势只是暂时性的。
在6月份的政策声明中，他们表示能源价格已企
稳，显示他们相信这种对通胀带来下行压力的
因素已减退。但在周三的声明中，他们取消了
有关能源价格企稳的说法，而是提到近几周来
油价再次下跌。
美联储以10-0通过利率决策，为连续第五
场会议取得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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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II2将扩大中国对美房产投资
（来源：腾讯证券）

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据最新数
据显示，来自中国的买家首
次超过了加拿大人，成为了
美国住房市场上的最大外国
买家。分析师指出，中国买
家所占据的这种领导地位只
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尤其
是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出台一
项新计划，令中国的富裕人
群能够更加容易地在海外市
场上进行投资。
虽然中国公民必须接受
将人民币兑换为其他货币的
每年不超过5万美元上限的约
束，但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方
法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绕过
这项规定，从而令其可在美
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不动产市场上进行大额投资。
中国政府正在对某些非官方渠道进行打击，但与此同时，政府也正在准备出台一项新的试行计
划，这项名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dividual Investor，QDII2）的新计
划很可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允许上海等六座城市的个人投资者对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海外
资产进行直接投资。
在根据“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进行的交易中，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5万美元上限规定将
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分析师认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将会提高投资者对不动产
资产而非股票的购买量，原因是购买海外股票的渠道此前就已存在，而且中国的投资者倾向于更喜
欢购买硬资产。
“鉴于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即将出台，五年以后我们回头看看，可能会觉得中国跨境投资
的当前水平很奇怪。”居外网（Juwai.com）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安祖耀（Andrew Taylor）说道，这
个网站的宗旨是帮助中国人在海外市场上购买房产。他还补充道，美国将会吸引最多的此类投资，
原因是其现有不动产的供应量十分庞大，新屋营建的潜力也很大，而且拥有自由的海外人士购房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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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海外市场上购买不动产的中国投资者来说，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其矛头所向的前两大目
标。从居外网上的消费者活动来看，2015年第一季度最受中国投资者青睐的美国楼市包括洛杉矶、
纽约市、休斯顿、旧金山和奥兰多等。在居外网上，中国投资者购买海外房地产的平均价格为196
万美元。
在对美国楼市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已经上升至首位。据全美地产经纪商
协会（NAR）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截至2015年3月份为止的12个月时间里，中国买家在所有国
际买家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16%，这些买家主要是购买单户型住房和托管公寓。在过去几年时间
里，加拿大人一直都把持着头名位置，但这份最新报告则显示其退居次席，所占比例为14%；印度
人排名第三，为8%。
“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仍将对未来的离岸投资者实施一些限制，比如说该计划的参与者
将需拥有至少100万元人民币的净金融资产等，其中不包括自住物业；另外，海外投资在其净财富
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50%。
虽然现在并无一项正式计划允许中国投资者购买海外不动产，但却一直都有几项计划允许其
购买海外股票。根据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出台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
内地投资者有机会通过基金经理人购买海外股票。另外，中国当局还在去年底启动了“沪港通”计
划，允许内地投资者有机会购买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
即便如此，当“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正式出台时，人们还是不该期望会有大批资金流出
中国。资金将会流向那些回报率更高的地方，而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才更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地
方，其原因在于中国当局正在放宽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而美联储则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
始加息。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时间里中国的净资本流入达到了200
亿美元。在今年5月份，中国的银行净购买了13亿美元的外汇，扭转了此前8个月的净出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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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巴菲特的指标衡量，中国股市没有泡沫
（来源：老虎财经）

在

短短的一年半之内大涨140%的中国
股市是否出现了泡沫？用“股神”
巴菲特最爱的指标——股市的总市值与GDP的
比值，也就是整个经济体的市盈率——来衡
量，中国股市没有泡沫。
传奇投资人巴菲特一直看好中国和中国市
场，不过，近期中国股市遭遇了剧烈波动，“
股神”现在怎么看待中国股市呢？
近期，中国股市犹如坐上了过山车，周一
（7月28日）至周二，上证综指暴跌了近10%
，此前的6月至7月，股市一路大跌25%，后又
强势反弹14%。
但是巴菲特从来不会被股市的波动吓跑。
这位亿万富翁投资者、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的CEO常常说，华尔街总是错误地把波动等同
于风险。巴菲特表示，如果你想要长期持有一
只股票，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它的涨跌并不重
要。最终股票的价格会反映出它真实的价值，
希望它会比你买入这只股票时的价值高。
巴菲特真正担心的是不要在一开始就以
过高的价格买入。大约在15年前，巴菲特透露

了他最喜欢的用来衡量股市是被高估还是低估
的指标。他写的第一篇关于这一指标的文章发
表在1999年的《财富》杂志上。巴菲特说，
他喜欢把股市的总市值与经济的总产出，也就
是GDP相比，这就和市盈率差不多，只不过不
是一只股票的市盈率，而是整个经济体的市盈
率。巴菲特表示，他喜欢在股市市值与GDP的
比例在70%至80%的时候买入股票，而当这个
比例超过133%时，股票就太贵了。
那么，用巴菲特最爱的指标来衡量当下
的中国股市，结果如何呢？或许出乎一些人的
意料，结果相当积极，尤其是与美国的股市相
比。经历了近期的大跌后，中国股市的总市值
（包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香港上市的公司的总市值——不少内地
的公司在香港上市）与中国GDP相比，比值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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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评论者认为，中国的股市在短短的一年半之内大涨140%（近期大幅调整之前），出现了
泡沫。实际上，2014年初，中国的股市价格非常低，2014年3月底，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仅占GDP的
69%。（从下图可以看出，这是历史上最低点。）这个比例比巴菲特建议的买入区间更低。
目前，中国股市的价格有大幅提高，但是根据巴菲特的衡量指标，这个价格并不算过高。美国
股市的总市值占GDP的比例为125%。也就是说，至少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股票更值得买。
不过，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中国股市的价格比美国的便宜，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股票价格是
被低估的。不少人认为美国股市的价格过高，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处于中等水平。相比之下，中国
的经济仍然以很高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开始放缓。考察股市时这些因素都应该考虑在内。
投资者往往非常重视可靠性。与巴菲特不同，大多数投资者都不喜欢波动。美国股市的总市
值一直高于该国的GDP，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股市的市值大约为GDP的110%，而中国则为GDP的
90%。再往回看的话，中国股市市值与GDP比值的平均值很可能更低。因此，与中国股市相比，美
国股市一直都是贵的。
巴菲特的指标表明了那些说中国股市被严重高估的人是错的，而用这个指标衡量的结果也与巴
菲特5月份在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对中国的评价符合，当时中国的股市要比现在高。
当时，巴菲特预计中国股市有望在未来的2到3年内继续表现强劲，因为中国人“发现了一种
释放潜力的方式”，他发表这样的评价后，中国股市创新高，又在一个月后大幅下跌。不过对巴菲
特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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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移民未来35年进驻美国 将带火
房市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

美国 联邦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告显
不过在美国，情况则不同，政策决策者讨
示，在未来35年内，进入美国的新移 论减少移民，还要分合法和非法。
民人数将接近    5千万！这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
目前美国对移民问题的辩论，焦点通常放
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边界安全。在美国历史上，不断涌入的移民潮
未来十年，新移民仍将源源不断地涌入美 主要是自由派旗手、前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国，在2015年，就将会有124万的新移民进入 Kennedy)支持的1965年移民法的产物，该法案
美国，从2015年到2025年，则将会有1400万 解除了移民人数的上限，并为贫穷和发展中国家
新移民进入美国，而在未来35年内，进入美国 的移民敞开了大门。
的新移民人数将达到4900万。如此庞大的移民
在1970年，21名美国人中还不到一人是外
队伍驻扎美国，相信美国房地产市场或将愈加火
国出生；而现在，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
热。
在外国出生。根据移民政策研究所汇总的最新数
人口普查局在其国际资料库公布了一项最 据显示，美国有8000万人、也就是总人口四分
新数据。数据包括了直至2050年的全美人口预 之一的公民，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第二代。
测。预测的数字是移民净人数(NetMigration)，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另一份报道，在八年
也就是代表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人数减去移出的人
数，因此，在2015年实际上移入美国的人数要 内，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率将创新
高。
比124万更多。
目前在华盛顿，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
根据这项最新数据，从2015年到2025年，
治领袖们，都开始推动大幅度的增加移民数量，
将有1400万新移民进入美国，这一数字是目前
不过也有许多民粹派人士向国会山表示不满。
居住在曼哈顿岛上的人口的八倍。
人口普查局还预计，即使移民人口将会一
虽然这些预测人数包括了偷渡和非法逾期
居留的移民，但绝大多数移民将是因为联邦移民 年接一年地持续创下纪录，国会也将不会采取措
施，减少每年进入美国的外国工人数量。事实
政策的改变而合法进入美国且居留的。
上，两党议员正在推动让更多的移民进入美国。
据新闻网站“Breitbart News”报道，这些 由佛州参议员卢比奥和纽约州参议员舒默等人就
合法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中，大多数是来自贫穷的 打算在未来十年内，将绿卡发放的数字提高三
国家，他们将在美国申请绿卡，这样他们便可以 倍。
享受美国优越的教育，医疗和福利制度，他们中
上述计划获得了民主党活动人士，共和党
的许多人之后都会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捐款者以及大商业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希望更
该网站还称：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谈 多移民人口的涌入可以降低工资水平。
到减少移民人口时，指的都是合法移民。像英国
此外，白宫已经展开了一项叫做“新美国
首相卡梅伦，在最近的选举前他就曾誓言，将减
人”的项目，该项目致力于鼓励绿卡持有者入籍
少英国的移民数量。
成为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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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最后一轮谈判登场 12国拟向中国施压
（来源：参考消息网）

外

媒称，美国近日即将与11个太平洋伙伴国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现
在，美国谈判人员必须解决从药品到奶制品等一系列争端。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7日报道， 各国贸易部长7月28日将齐聚夏威夷毛伊岛，打算
完成最后一轮谈判。不过由于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与会者和观察家都担心谈判不会一帆风顺。
报道称，曾任小布什政府贸易代表的克莱顿·尤特说：“等他们到达夏威夷时，会发现情况有
多困难。画上句号比他们想象中困难得多。”
美国官员表示，协商的目标是达成由12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占全球经济产值的五分之二，在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向未参与谈判的中国施压，使它采取美式贸易规则。
但美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有各自的敏感问题和要求，涵盖范围从对奶制品和糖类
的分歧到对美国药品规定及其对待国有企业方式
的不安。
不过，为了迅速达成协议做出重大让步是
危险的。如果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在政治
敏感区域做出过多让步，包括汽车业、奶制品行
业、药品行业、糖业和纺织品行业，有可能引发
来自美国强大农业和工业集团的激烈反对。如果
谈判顺利，国会最早将于今年底或2016年初就
该协议进行投票。
有些国家也在应对政治上颇有影响力的农
民的反对。
以加拿大为首的几个TPP谈判成员国曾表示，它们不愿降低保护国内奶制品行业的关税和其他
措施，但该太平洋集团其他成员——包括奶制品是最大出口产品的新西兰——则坚持要获得更多接
触集团内奶制品消费者的机会。同样，美国历来保护其国内甘蔗和甜菜菜农不受国外低成本生产商
的冲击，但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该协议增加向北美的糖类出口。
而对于越南，需要允许该国以最惠国身份进入美国服装和鞋类市场，同时维持美国纺织品行业
喜爱的规定，即限制使用越南常用的中国布匹。弗罗曼需要在这两者之间维持平衡。
此外，工会和其他左翼团体打算指责该协议的劳工和环境标准。
据澳大利亚《时代报》网站7月26日报道，澳大利亚即将加入一项庞大的由美国主导的新贸易
协议，该协议将为在该地区除中国以外的地方做生意“制定规则”。
TPP有12个环太平洋国家参与，它可能在未来几天内敲定。此前，历时5年的会谈在美国国
会“死里逃生”。
详情点击 > 外媒：TPP最后一轮谈判登场
12国拟向中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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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不可不去的夏季活动：
八月

FringeNYC
August 14–30

来源:www.nycgo.com

US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s
August 31–September 13

SeaGlass Carousel Opening
August 20

Charlie Parker Jazz Festival
August 21–23

WWE SummerSlam
August 23

Metropolitan Opera Summer HD Festival
August 28–September 7

Afropunk Fest
August 22–23

Jazz Age Lawn Party
August 15–16
(Photo by http://storygirlsarah.com/)

Hong Kong Dragon Boat Festival
August 8–9

Gypsy
August 7–16

什么是虚拟信用卡？让我们来为你解答这个问题

C

FO杂志于今年年初发表
文章说明了目前对于信用
卡使用安全的需要日益增长，对于
许多财务主管来说，不论是安全隐
患，昂贵的纸质支票以及低效率的
会计系统，虚拟信用卡正是他们所
寻找的答案。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什么是虚
拟信用卡，那么读完这篇文章，相
信你会对最初的问题有一个更全面
的认识。
什么是虚拟信用卡？
一张虚拟信用卡是为了一笔特
定交易而生成的一个唯一的卡号，
它不需要实体的塑料卡片；每一个
号码都由网页或手机软件生成。每
张虚拟信用卡都有一个具体的额度
（与传统纸质支票相似），从而明
显地减少了信用卡诈骗等隐患。虚
拟信用卡除了具有很高的安全使用
指数，它还有很多其他优点使之逐
渐在各个企业普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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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安全性－ 2014年是
大家都知晓的“网络攻击之年”，
这不得不使我们担心信用卡在网络
的使用安全问题。 相比于传统信用
卡，虚拟信用卡对于每笔交易都会
生成一个新的卡号，该卡号则会在
交易结束后自动作废，这种即时生
成的一次性卡号大大降低了信用卡
信息被盗的安全隐患。
2.消费可控性－ 虚拟信用卡
对于所有的花销参数都具有无与伦
比的控制能力。在每笔交易进行
时，其独特的控制能力允许用户使
用最简单即时的操作，控制该卡的
可用金额， 可使用时间，可使用次
数，可使用地点及更多选择。
3.成本节约性－CSI
GlobalVCard 公司使用虚拟信用卡
系统将企业支付款自动化不仅可帮
助使用企业在金钱上节约成本，同
时在时间及人员效率上的成本减少
也是不可小觑的。根据华尔街日报
统计，对于仍然使用传统纸质支票

的公司，平均每张支票成本可高至
20美元。
4. 管理简易性－ 因为虚拟信
用卡的“单比交易单个卡号”的独
特性质，所有虚拟卡号可轻易地在
企业会计系统内追踪和管理。统计
人员可根据不同部门，不同成本中
心， 在任何时间针对不同预算快捷
评估员工的花费。
5. 操作多样性－ 不论企业需
要在哪里使用虚拟信用卡服务， 如
电子应付帐款，商务旅行开销，移
动设备支付功能，CSI GlobalVcard
虚拟信用卡服务将对您企业所有虚
拟信用卡支付的安全性、可控性以
及高效性随时保驾护航！
了解更多虚拟信用卡及企
业支付款解决方案，请登陆www.
csiglobalvc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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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C Held China’s NDRC ICC Reception at
Chadbourne & Parke LLP

19 E 48th St, 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1 (646)-918-7004
FAX: +1 (917)-639-3124
Email: contact@cgccusa.org

Website: www.cgcc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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