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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nded in 2005, the China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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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总商会成立于2005年，是代表
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的非盈利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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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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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 : 新型关系见诸点滴努力
-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应邀出席美国中国总商
会在纽约举行的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
感谢你的致辞。很高兴同大家一
起共庆新年。
进入 2016 年还不到三个星期，
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对
我们所有人来说，2016 年是至关重
要的一年。
对中国而言，2016 年是“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五年是我们实现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后冲刺，即到
202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2010
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对美国而言，2016 年是大选年，美
国人民将作出关键抉择，选出一位新
总统和新一届国会。对中美关系而言，
新的一年里，中美双方必须巩固习近
平主席去年 9 月成功对美进行国事
访问形成的积极势头。双方必须共同
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在美大选年实现
平稳过渡，使中美关系发展成为不可
逆转的趋势。
这就是我们为中国、美国、中美
关系提出的新年愿望。
中国究竟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些
愿望？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目前是
7,400 美元左右。如果我们每年保持
7% 左右的经济增速，2020 年将达
到 12,000 美元。同时，
“十三五”期间，
中国必须让 7,000 万人脱贫。这意
味 着 每 年 要 有 1,000 多 万 人 脱 贫，
每个月要有 100 多万人脱贫。只有
到那时，我们才能胸有成竹地说，中
国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对
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
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就
是对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的重要贡
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正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创新是指我们要转变经济
发展模式，让创新驱动发展。协调是
指我们要努力推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统筹
城乡、地区间协调发展。绿色是指我
们要强调绿色低碳发展，更加注重改
善环境质量。开放是指我们将始终向
世界敞开大门，继续秉持共赢的开放
战略。共享是指我们不仅要做大发展
蛋糕，也要确保更合理的分配，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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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红利惠及所有人。
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们将着手
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将中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性的态度，发挥创造性，不断深化互
信，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新型
大国关系为我们每天的工作指明了方
向。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的努力，就是
在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新型大
国关系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增加新的
内涵。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新型大
国关系的基本属性是明确的、一贯的，
那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

要实现这两个百年目标绝非易
事。正如基辛格博士指出的，中国正
在进行的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
三次革命”。的确，这是推动古老民
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族走向现代化的革命，是契合民心、
中国没有这个意图，也没有这个能
服务人民的战略。这些目标实现之际，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圆之日。 力。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
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国情复杂的大
我们的梦想，来源于我们对 21 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我们自己
世纪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判断。
的事，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不断改善人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 民的生活水平。
刻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我们时代的
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现实
基本特征。但同时，人类也面临前所 利益，我们欢迎美国在本地区发挥积
未有的挑战。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命 极、建设性的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
运共同体。当恐怖主义猖獗、金融风 指出的，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
险蔓延、传染病肆虐、全球变暖的时 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我们没有也不
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会采取任何新形式的“门罗主义”。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 我们反对在亚太地区划界为营，结成
迎接这些挑战，需要各国更密切地合 排他的、对抗性的集团，无论其是军
作，需要我们结为紧密的伙伴。
“零和” 事的还是经济的。亚太不是大国的竞
博弈和“赢者通吃”是早已过时的思 技场。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会从
维模式，最终只会导致“共输”。
大国对抗中得到丝毫益处。各国应该

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愿意承担更多
国际责任，作出更多贡献。一带一路
倡议，丝路基金，还有上周刚刚开始
运营的亚投行，都是为这个初衷服务
的。我们希望在推进这些项目的过程
中，美国也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当然，中美之间并不是没有分歧，
两国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处处一致。关
键是当我们面临困难时，不能迷失方
向。即使面对看起来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们也不能退缩，不能放弃，更不能
被怀疑和畏惧所左右。我们要时刻着
眼于中美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我们
要坚定信心，创造性、建设性地处理
分歧，这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的题中应有之义。
女士们，先生们 ：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离不开
两国工商界的宝贵支持。中国是美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为美国的商品和服
务提供了高达 4,500 亿美元的广阔
市场。同时，中国对美投资正在大幅
增长，增速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双
向投资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培育了更
有竞争力的消费市场，为中美两国人
民带来了好处，也巩固了中美关系。

因此，我愿向中美两国工商界表
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对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坚定 同心协力，使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和平
地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坚信， 稳定的亮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更强 中美关系的支持。我也希望在美国的
中国企业继续扮演有好使者的角色，
这条道路既能最有效地服务中国的发 劲的引擎。
向美国同行虚心求教，承担更多企业
展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中美两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 社会责任，为企业所在的社区发展作
我们拒绝接受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必 负有维护和改善现有国际秩序的责
然走向冲突的臆断。我们认为，只要 任。我们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改善全球 出更大贡献。
各国正确地看待世界，坚定致力于构 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不是中美任
中国农历猴年马上就要到了。在
建命运共同体，我们就一定能成功跨 何一方说了算的事，也不是中美双方 此，衷心祝大家新春快乐、猴年大吉！
越“修昔底德陷阱”。
说了算的事，而是国际社会全体成员 在中国文化中，猴子是智慧的象征。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中美两国和两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有 的共同责任。
国人民都能作出智慧的、正确的选择，
必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秩 实现我们的新年愿望。
国关系的建设既是长期的目标，也是 序。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
一个持续的过程 ；既包括方针原则， 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贡献者。随着
谢谢大家！
也包括操作框架。这需要两国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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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宋湘燕为五家在 2015 年度取得辉煌业绩并对中美
经贸关系及总商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企业颁发了“年
度会员奖”（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Year）。世
邦魏理仕副主席达西 · 斯塔肯（Darcy Stacom）女士、
招商银行纽约分行行长助理马咏梅女士、复星集团北美
总代表薄伟先生、国际维生素集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戴明先生以及中国石油国际事业（美洲）有限公司副
总裁张涛先生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接受该奖项。
本次年会还表彰了稀奇（X + Q）作为“年度艺术
品牌奖”
（Brand of the Year）得主，中国日报美国版
作为“年度媒体合作奖”（Outstanding Media Partner of the Year）得主。稀奇品牌大师瞿广慈先生和中
国日报北美分社副社长王林艳女士分别代表公司领奖。

美国中国总商会 2016 年年会成功举办
2016 年 1 月 19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
商会”）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隆重举办“美国中国总商
会 2016 年年会”。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诚挚欢迎
各位嘉宾的到来，宣布年会正式开始。中国驻美国大
使崔天凯 ,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斯蒂芬 · 塞利格（Stefan
Selig）,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 , 纽约州副州长凯西
· 霍楚（Kathy Hochul）, 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 ,
彭博创始人、慈善家、联合国城市与气候变化问题特
使、三度出任纽约市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 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 , 瑞联集团创始
人兼董事长斯蒂芬 · 罗斯（Stephen M. Ross）等嘉宾
出席了此次盛会。
本次年会以欢庆中国新年、表彰中美杰出企业和企
业家为主题。崔天凯大使发表了主旨演讲。崔大使鼓励
在美中资企业，“希望在美国的中国企业继续发挥友好
使者的作用，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总商会会长徐辰先生和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先生
先后致开场辞和欢迎辞。纽约州副州长凯西 · 霍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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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致欢迎词

主要嘉宾企业
美国地区知名企业代表、重要会员单位代表、中国驻美国使领
馆要员、中美关系友好人士等 320 余名嘉宾出席了此次年会。
本次年会得到了各大企业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中国银行、中
建美国公司、瑞联集团、SL Green、安邦保险集团、世邦魏理仕、
安 永、 海 南 航 空、 仲 量 联 行（JJL）、EXTELL Development
Company、史带基金会、喜达屋资本集团（Starwood Capital
Group）、沃那多房产公司、C-Bridge Capital Partners、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纽约中国中心、招商银行、中国电
信美洲公司、达美航空、复星集团、Greenberg Traurig、海
银金融控股集团、Loop Capital、Mayer Brown、Plaza Construction、Strategic Capital、长盛律师事务所等。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发表主旨演讲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斯蒂芬 · 塞利格致辞

致年会下半场开场辞。
年会上，崔天凯大使为迈克尔 · 布隆伯格先生颁发
了“中美友好使者”（Goodwill Ambassador for China-US Exchange）奖项，以表彰其近年来对中美商业
交流、城市合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布隆伯格先生在接受
该奖项时表示，“非常荣幸获得中美友好使者奖。中美
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对两国和两国工商界都大有裨益。随着中美两国在经
济政策和气候变化等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继续紧密合
作，彭博亦将继续发挥连接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和行业
领袖的桥梁作用，助力其长期增长。”美国商务部副部
长斯蒂芬 · 塞利格先生为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先生颁
发了“年度商界最具影响力奖”（The Most Influential
Business Person of the Year）
。章启月总领事为瑞联
集团的斯蒂芬 · 罗斯先生颁发了“年度房地产界最具实
力 奖 ”（The Most Influential Real Estate Person of
the Year）。

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致辞

纽约州副州长凯西 · 霍楚致辞

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主持人
麦克 • 沃克担任晚宴主持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朱洪公使、中国驻纽约总
领事馆经商参赞周善青、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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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大使为迈克尔·布隆伯格先生颁发“中
美友好使者”奖项
章启月总领事为瑞联集团的斯蒂芬 · 罗斯
先生颁发“年度房地产界最具实力奖”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经商参赞周善青为中国石油
国际事业（美洲）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涛先生颁发
“年度会员奖”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斯蒂芬 · 塞利格先生
为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先生颁发“年
度商界最具影响力奖”

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首席代表宋湘燕为招商银
行纽约分行行长助理马咏梅女士颁发“年度会员奖”

美国中国总商会《2015 白皮书》发布会成功举办
2016 年 1 月 19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
商会”）与总商会基金会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举办《2015
白皮书》和《2015 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
发布会。
本次发布会聚焦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最新动态，吸
引了 120 余名知名学者、总商会会员企业高管及媒体代
表前来参加。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经商参赞周善青为复星集团
北美总代表薄伟先生颁发“年度会员奖”

James Simpson 代表中国建筑美国公司总裁袁宁先
生为稀奇品牌大师瞿广慈先生颁发“年度艺术品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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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朱洪公使为国际维生素集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明先
生及世邦魏理仕副主席达西 · 斯塔肯（Darcy Stacom）女士颁发“年度会员奖”

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余明先生为中国日报北
美分社副社长王林艳女士颁发“年度媒体合作奖”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先生致开
场辞，对《2015 白皮书》进行了总结。他提到，“总商
会《2015 白皮书》着重分析在美中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
旨在为中美两国的投资者和政府机构持续改善投资环境
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更好、更强。”
在随后的专题讨论会中，六位来自不同行业领域
的专家就此话题各抒己见。讨论会由荣鼎集团创始人
Daniel H. Rosen 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肖玉强，
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
员会主席 ；张骏，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中国建设银
行纽约分行总经理；苏骐，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继，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明巍，罗格斯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Alexandra Bryant，仲量联行总经理。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的朱洪公使也对中国对美
投资现状提出了深刻分析，并在发言后邀请总商会芝加
哥分会会长、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朱洪公使说道，“万向集团在美国的发展是中美经济合
作双赢的成功案例。他们鼓舞了很大一批来美投资的中
资企业。”

《2015 白皮书》是总商会专注于研究在美中资企业
所面临的政策挑战的出版物。《2015 白皮书》采用了总
商会第二次年度会员企业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并听取
了专家意见，力图展示中资企业的在美经营状况和美国
相关法律政策。《2015 白皮书》描述了在美中资企业的
主要特征、动机和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具体的议题和行
业领域进行了分析。总商会《2015 白皮书》旨在为中
美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统计数据和相关分析，以帮助他
们更好地展开讨论。

在随后的主旨演讲中，倪频先生以万向美国公司在
美国的成长故事为例，阐述了中国投资者如何才能在美
国获得成功。倪频先生说，
“合作是赢得竞争的最佳途径。
在今天的全球大环境下，合作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

* 点击此处查看该报告的全部内容

完整版的《2015 白皮书》将于今年四月对公众开
放下载。此后，总商会将会对《白皮书》进行年度更新。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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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董建华 ：做空是有人喜欢冒风险
（来源 ：腾讯财经、侨报）

美国当地时间 2016 年 1 月 25 日，全国政
协副主席、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首任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美国中国总商会名誉主席董建华在纽约
面对腾讯财经提问如何评价索罗斯做空时表示，
不便评价个人选择，但同时表示，“无论是管理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是一个企业，有些人喜欢
冒风险，有些人谨慎。我想，我属于后者。”董
建华强调，中国经济长期来看，没有问题。中国
股市的短期波动，不能反应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实
际情况。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先生致开场辞

董建华是受邀参加美中公共事务协会
（AmericaChina Public Affairs Institute）纽约
午餐会时做出此番表态的。在其题为“如何看待
今日中国（How to look at China today）
”的
主旨演讲中，董建华强调，中国财政状况相当好。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的朱洪公使发表讲话

总商会芝加哥分会会长、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 · 索罗斯 (George Soros) 在
上周四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期间，曾经对外媒表示，中
国硬着陆不可避免（practically unavoidable）
，将会
对全球经济造成通缩压力。索罗斯宣布做空美股标普
500 指数以及亚洲货币的论调，引发新一轮“中国经济
是否会硬着陆”的国际讨论
董建华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财政状况相当好
（China is in a very strong financial position）
”。 他
指出，进入 2016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 3.5 万亿美元、
没有外债、本土储蓄率超过 50%。以上三点都是佐证。
但董建华同时承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挑战，近
期的股市波动证明，中国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他引用了
一位美国内阁官员的评论，表示，中国经济没有问题，
但是需要学习沟通技巧。

由左至右 ：Alexandra Bryant，仲量联行总经理 ；张骏，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 ；肖玉强，美国中国总商
会副会长，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主席 ；苏骐，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继，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明巍，罗格
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及主持人 Daniel H. Rosen，荣鼎集团创始人。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董建华称，在“新常态”
下，经济的新动力将出现在诸如新能源以及数字经济等
新领域。制造业的发展也会从低劳动力成本，走向高附
加值的高铁、核电站等领域。而中产阶级的壮大将会对
医疗和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则是中国经济的又一新
推动力。
他表示，中国政府清晰地认识到，只有不断推进改
革，实现法治、建立公平社会、分享繁荣、构建一个廉
洁的政党，中国才有能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出生在匈牙利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因为 1992 年成
功做空英镑而一战成名。后来，他还曾成功预测德国马
克在柏林墙推倒后上涨，以及日本股市自 1989 年进入
下跌。在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索罗斯为首的对
冲基金在做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期间收益
颇丰，但在做空香港时，最终铩羽而归。董建华在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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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融风暴期间，曾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面对腾讯财经关于亚投行的提问，董建华回应称，
希望美国加入亚投行，并表示，如果美国加入亚投行，
将利于中美关系，也会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董建华表示，在欧洲复苏疲软、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的的问题是如何寻找新增
长点，而“亚投行就是强心针”。
他在主旨演讲中则提及，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领
导全球的野心。中国的国际诉求，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
类似，就是增加在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让发展中国
家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中国并不想推倒世界体系，
中国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
董建华表示，亚投行的出现就是例证。亚投行之所
以出现，就是因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并不能被
现有体系满足，无论是世界银行或是亚洲发展银行。数
据显示，在 2010—2020 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
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 8 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
7000 多亿美元，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
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 100 亿—200 亿美元。
在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此次举办的午餐会上，共有美
国中国总商会代表、企业家、政府官员、非盈利组织代表、
外媒代表等 200 余人出席。出席嘉宾包括，中国驻纽约
总领事章启月、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滕绍骏、美中关
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 (Stephen Orlins)、美国智库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等。
在午餐会后，董建华主席接见了美国中国总商会代
表，听取了总商会关于 2015 年度工作总结并对其所获
得的成果表示肯定和赞赏。董建华主席提到，在新的一
年里，总商会要再接再厉，推动双边经贸不断向前发展。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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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机场欲设直飞中国航线
费城国际机场首席执行官卡梅隆 (Chellie Cameron) 在交流会中介绍，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费城国际
机场机场是美国第六大国际机场，目前却暂没有中国的
直飞中国的航行，迫切希望设立往返中国北京、上海的
航线，希望与海南航空、南方航空进行下一步交流策划。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纽约办事处房向可经理介绍，南
航目前有广州到纽约、广州到旧金山、广州到洛杉矶航
线，正加快开拓美国市场步伐。海航美洲公司总经理张
敏表示，海航的美洲公司设立在波士顿，目前有中国直
飞美国多个城市的航线，如北京往返波士顿等多条航线。
两大航空公司代表均表示，费城市场也在公司北美航线
发展的考虑之内，希望更加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建立长
远战略合作。

新市长接待上任来的第一位“客人”
29 日下午 4 时，章启月总领事和商务代表团前往
费城市政府，与 1 月初刚刚就职的第 99 任费城市长吉
姆 · 肯尼会晤，继续讨论商贸合作事项。值得一提的是，
市长肯尼上任来交接事务繁忙，加上会议厅刚刚重新装

潢完毕，章启月总领事是肯尼在市长办公室和会议厅内
接待的第一位“客人”。
章启月总领事、费城市市长肯尼、费城市第一区市
议员斯奎拉于市长办公室会晤交谈。市长肯尼向章总领
事介绍费城近些年来的发展情况，肯尼表示，费城在世
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去年费城举办世界家庭会议、
今年费城将举办民主党大会，越来越多的重大活动在费
城举办，这将促进旅游业、交通行业、酒店行业、航空
业的蓬勃发展。
斯奎拉是费城市第一区市议员，费城唐人街隶属于
第一区的管辖范围。他赞誉华裔市民越来越有社会参与
感，并表示只有市府和市民之间互相沟通配合，努力建
设，唐人街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随后，市长肯尼还向章总领事一一介绍他办公桌上
的装饰和照片，有他与儿子女儿的合影、费城棒球队“费
城人”赠送的签名棒球等。章总领事代表总领馆献上新
年礼品，章总领事向肯尼介绍，2 月 8 日是中国农历新
年猴年，猴子意味着聪慧、敏捷富有创造力，并赠送肯
尼一个小猴子玩偶，希望在肯尼的带领下，费城向着更
加多元化、有朝气和创造力的城市发展。

章启月带领中国商贸团访费城
（来源 ：侨报）

1 月 29 日上午，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章启月
带领十余人的商贸代表团在费城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与费城地区商贸代表交流，听取费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
未来发展计划介绍，欲在费城发展更多旅游、贸易合作。
29 日上午，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章启月带领
十余人的商贸代表团访问费城，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银
行美国地区副行长徐海峰、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总经
理肖玉强、建设银行纽约分行毕军、中国远洋美洲公司
副总经理吕彬、中国建筑美国公司董事詹姆斯 · 辛普森
(Jame Sipson)、南航纽约办事处总经理房向可及海航
美洲公司总经理张敏等。
为加强美中各地的商贸、旅游合作，服务费城地区
华侨和留学生，章启月总领事携代表团在费城展开为期
两天的访问工作，与费城新市长肯尼、费城第一区市议
员马克 · 斯奎拉 (Mark Squilla) 等市府职员会晤，同费
城地区的商贸公司、代表洽谈交流，并参观访问费城旅
游局以及费城海军工厂 (Navy Yard)。
美中商旅总会和德诺国际教育主办和接待此次领馆
代表团和商贸代表团工作。

与费城地区商贸代表交流 望促成更多合作
29 日中午，章启月总领事、中国商贸代表团与费
城地区近 40 个美国企业代表、市府代表在费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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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万豪酒店会议中心举办交流会，听取费城市经济发展
状况和未来发展计划介绍，了解费城市场潜力，并讨论
长远合作。
章启月总领事在交流会中表示，费城是一个极具潜
力的城市，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
还拥有高等学府，是新移民和留学生青睐的城市，去年
费城还被评为世界遗产城市，是美国唯一享有此荣耀的
城市。去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
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深度会谈，双方达成
广泛共识，取得了近 50 项重要成果。2016 年中国将着
重发展旅游业，在“旅游年”中，中国将与世界多城市
发展合作，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型载体。希望费城也
能成为中国战略合作伙伴之一，促进美中双方的经济发
展，并服务在费华人的生活。
除了商贸旅游的发展，章总领事还提到了美中文化
的交流和融合。她称，2 月 8 日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在多方面的促成推动下，今年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将首次
为中国传统新年放假一天。“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同等重要，希望将来费市公校也能在传统春节这天为庆
祝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而放假一天。”
费城市第一区市议员斯奎拉立即表示“我们正在积
极推动这项议案！”，其他在座来宾也纷纷表示这项议
案将促进费城多样化。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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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参观考察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新大楼
（来源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2016 年 1 月 21 日上午，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参
观考察了位于纽约曼哈顿布莱恩特公园旁的中国银行纽
约分行新大楼。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向崔天凯大
使一行详细介绍了新大楼整体规划，崔天凯大使饶有兴
致地参观了正在装修施工中的新大楼各主要楼层。崔大
使称赞中国银行新大楼是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一个新的
里程碑，希望新大楼成为曼哈顿的一个新地标。
随后，徐辰行长向崔天凯大使一行介绍了纽约分行
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过去一年中的经营情况。崔天凯大使
对中国银行在美国市场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和良好业绩给
予赞赏，表示纽约分行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近年来中
资企业在美发展的蓬勃势头，同时纽约分行通过自身的
专业服务为其他中资企业对美投资提供了多种服务和帮
助，为促进中美经贸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资在美
企业中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崔天凯大使还肯定了纽
约分行作为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单位所做的各项工作。
中国银行近年来持续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凭借覆盖
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优势、全球客户资源优势、专业
技术人才优势、跨境金融产品优势，积极推进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正努力成为全球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首选银行。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银行始终秉承追求
卓越的精神，树立了专业的品牌形象，得到了业界和客
户的广泛认可和赞誉。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中国银行美
国分行将以“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为目标，
力争成为在美一流的外资银行，为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鑫苑置业 5750 万美元收购曼哈顿地块
（来源 ：中国金融投资网）

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鑫苑（中
国）置业有限公司宣布，旗下美国分
公司以 5750 万美元收购了位于曼哈
顿中城的一块土地，公司公告显示。

住房需求激增，我们计划在这里建设
的住宅公寓和零售空间将会非常有吸
引力，”鑫苑置业董事长张勇表示。

项目预计将在 2016 下半年开工
这块位于街区正面的土地，坐 建设。
落在第十大道和 44 街与 45 街之间，
在中国，鑫苑在十几个一二线城
其中有 200 英尺的临街地段，包括 市开发并管理大型房地产项目，包括
辅路的两个角。
北京、上海、郑州、济南、西安和苏
此 地 块 可 开 发 建 筑 面 积 约 为 州等。
9755 平方米。
鑫苑是最早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
总部位于北京的鑫苑置业计划在
这里兴建一个混合用途项目，包括大
约 75 到 90 间一居和两居公寓，屋
顶板景观，以及大约 20000 平方英
尺的一楼商用零售空间。
“曼哈顿中城西区近年来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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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公司之一。

目前已完成或正在开发的项目包
括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一个住宅项
目，和在加州橘子郡的一个项目。
此外，据鑫苑置业官网介绍，公
司还计划进入欧洲房地产市场。

海尔以 54 亿收购通用家电业务 两大品牌在美独立运作
（来源 ：新浪财经）

1 月 15 日消息，中国电器制造商青岛海尔 (8.930,
-0.99, -9.98%) 今日宣布，斥资 54 亿美元收购美国通
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GE）的家电业务资产，
成为海尔海外并购史上最大的一桩买卖。
新浪财经获悉，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
海山透露，收购 GE 家电业务是继 2015 年并入海尔集
团海外家电资产后，上市公司全球战略的进一步布局，
旨在拓展海外市场。该笔交易资金的 60% 通过海外融
资实现，全美元收付，不存在汇率风险。未来将保留
GE 的管理团队与现有产能，在美国和海尔品牌均依然
保持独立运作。
1 月 15 日晚间，青岛海尔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宣布公司于美国东部时间 1 月 14 日，与 GE 签署了《股
权与资产购买协议》。方案显示，海尔将花费 54 亿美元，
以获得 GE 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家电业务资产。这其中
包括 GE 家电全部的研发制造能力、在美国的 9 家工厂
以及遍布全球的渠道和售后网络。
公告称，海尔和 GE 还将在全球展开合作，在工业
互联网、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提高双方企业的竞争力。
但海尔表示，此次交易还有待向中国监管部门备案和在
有关国家进行反垄断申报审批。目前海尔集团持有青岛
海尔 41% 的股份。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
净资产为 18.92 亿美元（未经审计），估值结果约为 54
亿美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产交易作价 54 亿美元，
增值率 185.41%。交易总对价将以现金方式支付，包括

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根据公告，公司初步估计并购贷
款的金额约为交易对价的 60%。
海尔 54 亿美元的出手可以称得上阔绰。“收购 GE
家电业务是继 2015 年并入海尔集团海外家电资产后，
上市公司全球战略的进一步布局，GE 家电 90% 的业务
收入来自于美国，将成为海尔全球化布局中的重要基地。
交易不仅稳固了海尔在全球家电市场的地位，也可以与
GE 实现产品、供应链、销售网络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梁海山表示。
据梁海山透露，由于此次交易是资产交易，并没有
带息债务，虽然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承担的财务费用，但
是充沛的现金流肯定会提升海尔未来的 EPS。
财务数据显示，通用电气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57.83 亿美元，
59.08 亿美元和 46.58 亿美元，EBIT（息税前利润）分
别为 1.76 亿美元，2.00 亿美元和 2.23 亿美元。可见，
GE 家电财务今年前三季度 2.23 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已
是三年来最好的盈利水平。
“参考可比交易 8.5-10 倍的交易倍数，本次交易的
交易倍数约 8.2 倍，是合理的。”青岛海尔副董事长谭
丽霞表示，此次交易是公开竞标，海尔报价并非最高，
但由于 GE 对海尔管理团队的认可，GE 董事会给予了海
尔一张推荐票，最终得以胜出。
谭丽霞透露，此次交易全部用现金支付，其中 60%
的现金通过海外融资实现，用美元交易，因而规避了汇
率风险，融资后资产负债率也小于 70%。交易资产未来
会享受一定的税务收益，每年将带来上亿美金的现金流。
此次交易完成后，海尔将在国内引入 GE 品牌。据
梁海山透露，公司计划成立单独的团队来运作 GE 品牌。
但在美国市场，海尔和 GE 的品牌运作将保持相对独立，
“海尔品牌还是会在美国用，而且会借力这次交易增强
海尔品牌的运作。”
华泰证券 (14.110, -0.47, -3.22%) 家电行业分析师
张立聪分析称，美国一直是海尔扩大制造规模和投资的
重点，此次收购 GE 家电业务是继 2015 年并入海尔集
团海外家电资产后，上市公司全球战略的进一步布局，
将在产品、供应链、销售网络等方面产生较为显著的协
同效应，未来不仅能增厚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也将提
升全球品牌影响力。
据悉，海尔近年来正加快海外家电企业并购步伐。
2011 年，海尔以 100 亿日元左右的价格，收购日本
三洋在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洗衣机、冰箱等电器业务 ；
2012 年，海尔又以 7 亿美元的价格，拿下新西兰家电
企业斐雪派克。
不仅仅是海尔，中国家电企业正在海外掀起并购潮。
此前创维宣布以 2500 万美元收购东芝的印尼工厂，而
在去年的八月，海信以 2370 万美元收购了夏普的墨西
哥工厂。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13

会员新闻

会员新闻

图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处油田的抽油机

中粮 7.5 亿美元收购来宝余下股份
（来源 ：新华网）

12 月 23 日，中粮集团宣布已经在昨日（22 日）
与来宝集团达成协议，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国际有限
公司以 7.5 亿美元收购来宝集团所持有的中粮来宝农业
49% 的股权。此项交易完成后，中粮国际将持有中粮来
宝农业 100% 的股权，中粮来宝农业将更名为中粮农业。
来宝农业主要在南美洲、非洲、欧洲、亚洲（包括
印度及中国）及澳洲经营农产品的采购、加工、存储和
营销，涉及谷物、油籽、糖、乙醇、棉花、咖啡等品种，
其物流及加工资产战略性布局于全球农产品贸易流动主
干线。
2014 年，中粮集团联合国际投资团收购了来宝农
业 51% 的股权，并将其更名为中粮来宝农业。至 2014
年底，中粮来宝农业销售额 149 亿美元，在全球范围经
营 4600 万吨农产品，下属 45 个分公司及机构遍布 29
个国家，拥有 9500 名员工。2015 年 5 月，Matt Jansen 出任中粮来宝农业首席执行官。

中国将购买美国解除原油出口禁令以来的首批美国原油
（来源 ：凤凰财经）

路透社援引未具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中石化购
买美国出口禁令取消以来的首批美国原油。
所购原油将于 3 月份从墨西哥湾港口装船。
中石化对路透说，对具体交易公司不予置评。
去年 12 月美国取消了长达 40 年之久的石油出口限

制。

自 1974 年以来，美国油企一直不能出口原油，这
是之前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所引发的能
源安全忧虑造成的。唯一例外的是对加拿大的石油出口
以及产自阿拉斯加的原油。天然气也有类似的出口限制，
虽然不是那么严格，但也需要得到能源部的豁免。
这些限制都是反应过度的表现。但最近全球油市的
变化使情况有所恶化。过去 10 年间，新技术尤其是水
力压裂法的应用，使得在人迹罕至的地区开采石油和天
然气成为可能。结果，需求从俄罗斯或石油输出国组织

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当属美国。美国如今是全球
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产国。即便受到当前限制，美国
对加拿大原油出口还是大幅增加，从 2007 年时基本是
零出口，到 2013 年 3 月时达到每日逾 10 万桶。美国
油企本来可以对全球油市有更大贡献，但出口禁令基本
封死了这条路。
新生产出来的石油也与美国炼油技术有所冲突，因
而使得国内消耗情况更加复杂。压裂法所开采出的通常
是低硫原油。不过美国炼厂主要设计是为了处理从墨西
哥与委内瑞拉进口的较重质原油。
这已造成国内市场扭曲。炼厂能够以便宜买进供应
过剩的原油，但之后却以全球市场的价格出售汽油给消
费者，赚取其中的价差。

（来源 ：新浪财经）

公司表示，2015 年中国航空市场需求旺盛，公司
优化资源配置，加大运力投入，抢抓市场机遇，全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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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购，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这将极
大地促进中粮的国际化进程和全球化布局。尽管全球大
宗农产品交易市场处于低迷期，但中粮集团对新的管理
团队充满信心。”中粮来宝农业首席执行官 Matt Jansen 表示，此举将加强中粮来宝农业在全球的影响力，
优化在全球 29 个国家的运营，使公司最终成为全球领
先的国际粮商。 除了来宝，中粮在 2014 年还收购了尼
德拉。尼德拉是全球知名的国际农产品及贸易企业，年
销售额超过 170 亿美元；于 1920 年在荷兰鹿特丹成立，
早期专注在荷兰、东印度群岛、德国、英国、俄罗斯和
阿根廷地区从事粮油食品贸易。目前尼德拉在 18 个主
要进出口国家从事当地分销和国际贸易业务，产品售往
全球超过 60 个国家。2014 年 2 月，中粮集团联合国
际投资团收购尼德拉 51% 的股权。
22 日，尼德拉首席执行官 Ton van der Laan 在评
价交易时表示，尼德拉同为中粮集团控股子公司，将继
续通过紧密合作支持中粮集团国际化、全球化布局 ；同
时尼德拉将作为独立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

(OPEC) 成员国等一些传统能源出产国转向新的原油出
产国。

南方航空预计 2015 年度净利润增 110% 至 130%
南方航空（600029）1 月 26 日晚间发布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增长 110% 到 130%，上年同期公司净利润
为 17.73 亿元。

自 2014 年收购来宝农业 51% 股权后，中粮集团
推进资源整合以优化资产布局和提升盈利能力。全资收
购之后，中粮来宝农业将作为中粮集团的海外平台，会
将其上游粮源掌控和交易资产直接对接中粮旗下企业的

下游加工及分销网络，形成上下游一体化格局。

业收入同比增加 ；公司战略转型成效显现，广州枢纽日
趋完善，在出境游强劲增长带动下，国际航线成为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作用凸显，成本管
控能力持续加强，成本水平同比下降 ；受益于国际原油
价格持续走低，公司航油成本同比大幅降低。公司主动
应对人民币大幅贬值，大幅降低美元负债比率，减少了
因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汇兑损失。

航空公司牵手打车软件
海航集团与 Uber 达成战略合作
（来源 ：新华网）

1 月 11 日下午，海航集团总裁谭向东与优步创始
人兼 CEO 特拉维斯 . 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在北
京共同宣布双方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战略合作，海航集
团作为中国优步的重要投资人之一，将在 2016 年与中
国优步以及 UBER Global 携手打造无缝连接的出行平
台。
届时，乘坐海航航班的旅客将以优惠价格享受优步
提供的接送机服务，并可在优步专车中完成乘机手续办
理 ；海航旗下及 Swissport（地面服务及货运服务供应
商瑞士国际空港服务有限公司，2015 年 被海航收购）
提供地面服务的机场还将开辟优步专车专属等候区。将
来，旅客在海航集团的所有酒店办理入住时，也均可获
得相应的优步乘车优惠。
发布会上，双方还透露今后在会员权益共享方面也
将展开合作。优步创始人兼 CEO 特拉维斯 . 卡拉尼克表
示，海航和优步正在商讨将彼此的产品和服务整合到双
方的移动 APP 上，并提供技术支持。
金融合作方面，海航集团总裁谭向东介绍说，海航
和优步此前已在中国市场展开了密切的合作，涉及专车
互联网金融平台及相关保险险种的开发。此次他还表示，
海航及优步还将在租赁领域展开全面深入合作，以及在

保险、支付、理财产品等其他金融业务方面展开合作。
据了解，接送机业务是各大打车软件及租车公司的
一块必争的“蛋糕”，本次与航空公司合作特拉维斯 . 卡
拉尼克坦言，中国不仅仅已经是优步在全球的最大市场，
更将是公司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去年自己在中国地时
间就有 70 多天。和海航的合作，无论对于优步在中国
还是全球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长远的意义。
双方还宣布，春节期间将共同开展“一键回家”活动，
即春节前搭乘优步出行，就有可能参与到海航集团旗下
金鹿公务包机回家活动。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15

会员新闻

会员新闻

五矿战略重组中冶 央企整合扣题供给侧改革
（来源 ：新浪财经）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央企整合正在加速。国务
院国资委 [ 微博 ]8 日宣布，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冶金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中冶集团”) 整体并入中国
五矿集团公司 ( 简称“五矿集团”)，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不再作为国资委 [ 微博 ] 直
接监管企业。
“央企通过兼并重组方式压缩过剩产能正是供给侧
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对上证报记者表示，“钢铁是产能过剩的标志性行业，
中冶集团又是我国钢铁工业的主力军，其与五矿集团的
战略重组具有一定必然性。同时，供给侧改革与国企改
革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三个一批’，中冶与五矿重组则
属于‘三个一批’中的‘清理退出一批’与‘重组整合
一批’。”

钢铁领域动刀“去产能”
作为我国钢铁和有色领域的两大巨头，中冶集团与
五矿集团的战略重组成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
的标志性动作。
据集团官网介绍，中冶集团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开拓
者和主力军，先后承担了宝钢、鞍钢、武钢、攀钢等国
家主要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任务 ；目前是全球最大最强
的冶金建设承包商和冶金企业运营服务商，也是国家确
定的重点资源类企业，2015 年在“世界 500 强企业”
排名中位居第 326 位。目前，中冶集团在 A 股拥有中
国中冶 (3.770, -0.09, -2.33%) 和锌业股份 (4.25, -0.07,
-1.62%) 两家上市公司。其中，中国中冶已于 8 月下旬
开始停牌，昨晚发布员工持股计划，并于 9 日复牌 ；锌
业股份也于 11 月 26 日起停牌，并表示公司控股股东葫
芦岛有色的股东及相关方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可能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矿集团则主营金属矿产品，是中国最大的冶金工
业原材料集成供应商，也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贸易企业，
业务还涉及金融、房地产、矿冶科技等 ；2015 年在世
界 500 强中位列第 198 位。与中冶相比，五矿集团在

A 股的上市平台则更多一些，包括五矿发展 (14.260,
-0.56, -3.78%)、株冶集团 (9.680, -0.23, -2.32%)、金
瑞 科 技 (11.260, -0.15, -1.31%)、 五 矿 稀 土 (14.23,
-0.52, -3.53%) 和 中 钨 高 新 (16.01, 0.00, 0.00%) 等 5
家公司。其中，中钨高新已于 8 月上旬停牌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拟获注五矿旗下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公司等与
上市公司主业相关的资产。
对于两大央企的重组，中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廖
明兵认为，二者不仅可进行资源与业务的互享共利，还
能实现互补，共同做大做强优势业务。按照廖明兵判断，
中冶的资源业务或将切割给五矿集团相关板块，而五矿
集团的基建地产业务或可能划拨给中冶集团。
从经营状况上来看，五矿集团 2014 年营业收入与
利润总额分别达到 3437 亿元、42.55 亿元，均大于中
冶集团的 2158 亿元、39.65 亿元，但从资产规模来看，
中冶集团总资产达 3259.78 亿元，而五矿集团仅 3104
亿元，因而从资产利润率来看，五矿利润率要好于中冶。
从经营范围上看，五矿集团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均强
于中冶，且二者业务互补性较强。中冶在国内传统冶金
工程市场居领先地位且拥有先进的冶金设备制造技术。
合并后双方能够资源共享，亦将降低成本。
此外，中冶与五矿均在海外资源上有所斩获，中冶
项目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瑞木镍钴矿、巴基斯坦山达克
铜金矿、阿根廷希拉格兰德铁矿等，五矿则除了拥有巴
西、老挝等项目外五矿联合体更完成了中国金属矿业史
上迄今最大的境外收购，获得全球第一大在建铜矿项目
Las Bambas，新增铜资源储量超过 1000 万吨。五矿
也将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展开全球部署，虽然二者在
海外并购资源上并不处在同一量级，但合并后将减少内
耗，相对降低海外并购成本。
对于本次重组进程，虽然双方均未给出时间表，但
有中冶内部人士认为，此次战略重组不涉及很多业务板
块的重组，因而会进展迅速。
值得一提的是，五矿近期还拟与阿里联手打造钢铁

电商平台。五矿发展 11 月底披露的定增预案显示，公
司拟对下属子公司五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同时引
入阿里创投及五矿电商员工激励平台海立云垂共同参与
本次增资。“这个项目将成为五矿深化国企改革的一块
重要的试验田。”五矿集团董事长何文波表示。

供给侧改革加速国企重组
就在本月初，国资委还公布了另一个央企合并决定，
即南光 ( 集团 ) 有限公司和珠海振戎公司实施重组。资
料显示，珠海振戎公司主营政府项下的原油进口业务，
还涉足石油产品的贸易业务及其他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等。南光集团主营包括日用消费品贸易、酒店旅游、地
产经营开发和综合物流服务四大类。有分析人士认为，
双方都处于贸易领域，重组可能是根据业务需要，通过
整合贸易链条中的一环，形成新的市场优势。
几天内连续发布两项央企整合决定，其频率之快此
前罕见，同时，两项重组决定都紧扣“供给侧改革”逻辑。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认为 ：供
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相辅相成。未来国企并购重组将沿
着几条路径推进。一是对于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竞争相
对充分的行业，通过兼并重组，减少企业数量，从而提
高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二是对于自然资源垄断性行业，
可以参照电改方案，从不同环节入手拆分业务，引进民
营资本，增强竞争力 ；三是通过借助资本市场，建立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 ；四是对于央企来说，整体上市可能是
其主要的并购重组路径。
李锦则认为，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就是通过“三个一批”，即清理退出一批、重
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这与供给侧改革
的四个阶段是相对应的，即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
阶段、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鼓励国有企业创新、重组与清退。通过创新发展一
批企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
素生产力 ；通过重组提高国企的效益和竞争力 ；通过清
理退出一批企业，对于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
金属、玻璃等上游板块进行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要
定下目标，有路线图、实施图，下大力气解决“僵尸”
企业的问题。

通用拟向北美市场投放中国产 SUV
（来源 ：新浪财经）

北京时间 12 日，日经社报道，美国通用汽车 (29.84,
0.20, 0.67%)（GM）1 月 10 日透露了将面向北美出口
并销售在中国生产的 SUV 的计划。在北美汽车厂商中，
在本国市场投放中国产汽车将属首次尝试。该公司将利
用美元升值的有利条件来降低售价。通用汽车在华销售
表现低迷，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同时生产面向美国出口
的汽车将有效保持中国工厂开工率。
通 用 汽 车 与 上 海 汽 车 集 团 合 资 生 产 的“ 别 克
（Buick）”品牌 SUV“昂科威（Envision）”最早将于
2016 年内在美国和加拿大销售。同一天，在美国底特
律市内召开的记者会上，通用汽车总裁丹 - 阿曼表示“希
望灵活利用在全球的生产能力。北美和中国对通用来说
是两大重要的生产基地”。
通 用 2015 年 全 年 在 华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5.2%， 但
从春季到秋季的年中销量持续低于上年同期。昂科威
2015 年的销量约为 14 万 7 千辆。在对中国经济减速
后的担忧升温的背景下，将通过在美国扩大销售渠道来
弥补产量的下滑。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计划在美国将
昂科威作为低价格进口车进行销售。
在汽车厂商中，此前由于认为“中国产汽车在品质
层面存在问题”（日系厂商），对于向发达国家出口持否
定态度的意见较多。但是，近年来，中国当地工厂的自
动化不断推进，生产管理经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
本田和德国大众已开始向欧洲和澳大利亚出口在中国生
产的汽车。
不过，在业绩复苏的背景下，进口中国产汽车可能
导致美国当地工会和政界等的反对。在 2015 年底的劳
资谈判中，当地工会严厉追究了墨西哥生产对美国就业
的影响。在全球推进高效生产的同时，如何回报总部所
在的国家，已逐渐成为汽车业界共同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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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地集团美国首个地产项
目实现结构封顶
（来源 ：中国新闻网）

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伴随着最后一
根钢梁被架上 38 层高的一期住宅楼上，
备受瞩目的洛杉矶大都会项目一期住宅
楼成功实现结构封顶。超过 500 名建筑
工人、合作伙伴和绿地美国的员工参加
了当天的封顶庆祝活动。
洛杉矶大都会是绿地集团在美国开
发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洛杉矶市政府对
改造市中心天际线与提升市中心居住品
质的一个旗舰项目，项目总投资价值额
超过 10 亿美元。大都会一期工程在接近
三年的建筑过程中 (2014 年至 2016 年 )，
直接创造了 2200 个全职工作，而整个大
都会项目将会创造 10000 个全职工作。
洛 杉 矶 市 议 员 JoseHuizar 先 生 在
封顶仪式致辞时说 ：
“我要感谢绿地美国
对洛杉矶市中心发展的承诺。每一个了
不起的城市都需要一个了不起的市中心。
大都会项目为洛杉矶市中心创造了更多
居住、商业和娱乐的选择，让人们在市
中心的居住体验更加美好，为市中心带
来更多活力！”
绿地美国首席执行官胡刚表示，作
为绿地美国收购的第一个地产开发项目，
“大都会”一旦建成，将为周边的社区注
入一剂强心剂，给市区带来全新的面貌。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举办首届东海岸数据总心开幕式
2015 年 12 月 10 日，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弗吉尼
亚举办了首届东海岸数据总心开幕式。
开幕式上，中国电信美国公司首先向到场的嘉宾对
公司一如继往的支持和信任表达了由衷的感谢。随后，

开幕式的发言人向嘉宾介绍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最新的
科技技术和创新方案，并表达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和与
会嘉宾就全球 IT 设施建设、业务拓展方面达成合作的
期待。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也参加了中国电信美洲
公司举办的 IDC 参观和交流活动。

洛杉矶大都会项目占地 6.3 英亩，是
洛杉矶市中心最后一片大体量的待开发
土地。建成之后的“大都会”将由 3 幢
住宅楼、一个精品酒店和商业零售空间
组成，4 栋建筑的高度在 18-56 层之间
不等。

万达 35 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 中国企业海外最大文化并购
（来源 ：新华网）

万达集团 12 日宣布 ：以不超过 35 亿美元收购美国
传奇影业公司，这是迄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最大一桩文
化并购。传奇影业董事会主席兼 CEO 托马斯 · 图尔将留
任，继续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并且将更加积极地参与
到万达的成功发展中。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 ：
“万
达预计今年很快将启动电影制作发行板块的资本化 IPO
动作。传奇影业的并购无疑将增加了该板块的亮度。”
王健林表示，并购传奇影业使万达影视控股公司成
为全球收入最大的电影企业，特别是在中美两个全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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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电影市场，万达拥有了极大的影响力。万达打造
的电影制作、院线、发行产业链，极大地提升万达在全
球电影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万达并购后将为传
奇影业创造更多市场机会，尤其是增长迅猛的中国电影
市场，使传奇影业实现业绩高速增长。
王健林强调说，传奇影业拥有众多 IP 知识产权，
并购传奇影业的价值绝不在于电影本身。万达近些年大
举进军旅游和儿童娱乐行业，传奇的 IP 知识产权将会
对万达的旅游产业、儿童娱乐行业带来很大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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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实现重大里程碑 ：自开厂以来已经雇佣超过 1000 名工人

（来源 ：新华网）

（来源 ：WDTN ；翻译 ：吕昕芮）

MORAINE，俄亥俄（WDTN）- 迈阿密谷最大的
公司之一实现了其发展的里程碑。

大概是我们全部产能的四分之一。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
我们将增加一倍产能，并在今年年底再翻一番。”

自 2014 年开厂营业以来，福耀玻璃美国公司 Moraine 工厂已经成长为拥有一千名多员工的大厂。

届时，Guathier 预计工人人数将从多达 1600 至 2
万人。眼下，福耀在当地的工厂年产约 400 万套汽车玻
璃 ...... 而且这个数字正在随着他们的客户需求不断增长。

据福耀工作人员评价，他们的发展进程与两年前的
规划基本吻合。2 News 记者 Jordan Bowen 报道，福
耀玻璃美国公司总裁 John Gauthier 说，这个里程碑佐
证了公司光明的未来。
“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员工建立一个基地，”Gauthier
说，“我们把他们招聘进来，而且正在培训他们。我们
让他们有能力来操作我们的设备，并且能够有效率地为
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具备市场竞争力。“
目 前， 该 厂 每 天 约 有 1,110 名 工 人 在 工 作。
Guathier 透露，按照计划，这个数字将在 2016 年持续
增长。
Guathier 说 ：
“我们现在处于第一个发展阶段，这

李源潮接受彭博新闻社专访

“我们目前正在向本地供应商供货，比如现代。我
们正在准备向 chyrsler 和通用汽车等公司供货，并且已
经与本田、宝马、大众签订了汽车管路的项目。“
这与几年前大相径庭。当通用汽车 2008 年关闭工
厂后，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这座工厂附近的企业
也在衰落，导致工厂闲置了数年。
据国会议员 Mike Turner 发表的声明，“这一里程
碑的实现，证明了代顿地区人力资源的才华和勤奋，实
现了我们增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承诺。”
“这是福耀向北美汽车业做出的郑重承诺，
”
戈捷说。
“这也是福耀最初的动力。”

１月２１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瑞士达沃斯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６年年会期间接受彭博新闻社总编
米克尔思韦特专访，介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并答问。国
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中国证
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参加。
李源潮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经
济发展也少不了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和走势高度关注。我们今天到达沃斯来，就是要向各界
传达明确的信息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没有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方针没有变。
李源潮说，２０１５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可以用“稳
中有进”四个字来形容，“有进”的主要表现是三条 ：
一是在新常态下实现了中高速增长 ；二是消费成了增长
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１３年左右，每年有７００多万大
主要动力 ；三是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从国内
看，ＧＤＰ增长了约５０００亿美元，增速为６．９％， 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全社会研究与实验（Ｒ＆
Ｄ）经费支出超过１．４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位 ；
排全球大国首位，相当于增长了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Ｇ
ＤＰ总量 ；３１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５．１％左右， 发明专利总量居世界第一。三是市场空间巨大。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６６．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处于２００９年来最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
第一大动力。移动互联网用户达６．８亿人，４Ｇ网络
高了１５．４个百分点，是增长的主要引擎 ；服务业占
用户突破１亿，均位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为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工业高１６．７个百分点，成为拉
５６％，每年有２０００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带来
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从对世界经济影响看，进口总
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普遍认为，
额１．６８万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 ；石油进口
量增长了８％ ；对外直接投资１２７６亿美元，同比增 “十三五”时期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６％－７％。所以，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长１０％。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没有变。
李源潮说，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导向也没
李源潮说，２０１６年的经济发展方针可用“坚定
有改变，现在所作的一些政策调整，只是应对内外情
不移”四个字来描述，我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坚
况的变化，审时度势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定不移，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方针坚定
不移，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政策走向坚定不移。我 “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
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创新驱动
们正在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５年规划，到
发展战略，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限度激发
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坚持和平、
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的目标。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
发展、合作共赢的方针，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１０万亿美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规模速度型
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是符合一般经济
王晓涛、王受文、方星海、姜建清也结合各自主管
规律的。当前全球需求总量不足和中国生产供给结构不
领域介绍了有关情况，指出总体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合理，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但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潜
基本面没有改变，综合比较优势仍然明显，发展动能依
力，我们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充满信心。我
然强劲，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
们的信心主要来自于对中国发展条件的客观评估。一是
要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
物质基础更加雄厚。中国产业体系更加完备、基础设施
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坚持稳增长、调结构、
网络更加高效。有２２０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 惠民生、防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实现
高速铁路运营全球第一。二是生产要素高端化。新增劳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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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不足三个月 人民币在美交易清算小组面临阻力
（来源 ：新华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管控
或使人民币在美交易和清算小组的工作受阻。去年 11
月，彭博创始人、前纽约市长 Bloomberg 和前财政部
长鲍尔森、盖特纳等成立了该小组，旨在促进人民币在
美国进行更多交易和清算。
去年 11 月，彭博创始人、原纽约市长 Bloomberg
和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盖特纳等多位重量级人物组成了
人民币在美国的交易和清算工作小组，希望推动人民币
在华尔街的交易。该工作组希望为人民币在美国的交易
和清算建立一个框架。
该工作组称，人民币交易和清算服务引入美国，将
降低美国国内公司从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而且，
此举还将为迫切想要为上述企业提供基于人民币的对冲
和其他交易服务的美国金融机构创造商机。
去年 8 月，中国央行进行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
制度改革，让人民币汇率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这一改
革伴随着人民币在几日内迅速贬值。此后人民币大体走
稳。然而年初，人民币再度出现大幅贬值，中国央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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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指标读懂 6.9% 的 GDP 增速 ：失控还是安好
（来源 ：新浪财经）

此进行干预，包括出台新规打击离岸人民币做空。
目前，市场在猜测中国政府未来会如何行动，影响
人民币的走势。《华尔街日报》称，许多银行在思考中
国方面会采取何种措施来稳住人民币汇率。值此之际，
分析师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在放松货币管制上的速度有
所放缓，离岸人民币业务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本月，中国央行的很多行动都是针对离岸人民币进
行的，因为这部分是在中国以外的市场交易，在岸人民
币部分仍受到严格管控。那些交易人民币的外资银行被
要求在中国央行存放准备金，极端情况下小部分外资银
行被要求暂停某些交易活动。
上周三，人民币在美交易和清算小组召开了会议。
Bloomberg 表示，近期中国市场大幅动荡，全球市场
也跟随反应，表明中美经济是高度相互联系的。这也说
明，人民币在美交易和清算小组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在美国进行人民币交易和清算，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
效率，增强贸易和商业合作，这些都有助于创造就业，
刺激经济增长。

就在 2015 中国经济年度数据出炉前的两周，A 股
再次遭遇断崖般的下跌，人民币遭遇急挫。CNN 惊呼
中国因素拖累美股联创新低，与此同时国际油价跌破
30 美元关口。
“Everthing`s under control”，The Economist
于 1 月 16 日刊发封面文章，用急速滑落的火龙隐喻中
国经济的两大变量——人民币和股市。
让市场未曾料知的是 2016 年中国经济开局就暗流
汹涌，国际市场更是掀起腥风恶浪。
就在中国年度 GDP 数据公布的前日，中美就经济
事务第一次进行高规格通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刘鹤与美国财长雅各布 · 卢进行电话沟通。毫无
疑问，核心就是人民币汇率与 A 股波动。这次通话也被
视作中方决意狙击国际空头前与美方的一次寻求共识。
谁在做空人民币？谁在做空 A 股？是中国经济内生
的经济痼疾、制度篱绊，还是寻求刺激的国际资金。

此时揭晓的 2015 中国 GDP 数据具有非同一般的
意义！是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确认，也是对国际市场预期
的回应。
岁末年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及“市场预期
管理”，这在以往历次的会议中从未出现。
6.9% ！中国经济向来能够给出不偏不倚，意欲悠
长的数字。难怪，记者向统计局局长王保安抛出“数
据操纵论”。作为老财政人的王保安的首次“年度亮相”
并未给特别惊艳的回答，甚至有些许数据型官员的呆板。
难怪有记者会后感慨，通读王局长的讲话，甚至连
性感的标题都无法取出。
作为国家通讯社的官方网站，新华网在记者会后播
发了《6.9% ！ 9 组数据看懂 2015 中国经济成绩单》，
这组图解清爽犀利的把中国经济各项陡峭的曲线剖解给
公众，毕竟图表的力量远胜于文字。
失控？还是安好！真的需要看看这 9 个指标。
* 点击图片查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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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买家美国购房获降税利好 35 年来首度放宽房产税
（来源 ：中国日报）

（文字来源 ：网易新闻 ; 图片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加息后，美国正试图通过税收杠杆留住房地产投资
热潮。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案，降低外
国人在美投资不动产所承担的税率，此举为 35 年来首
次。税法修正改变了原有的游戏规则，将为更多的海外
房地产投资者涌入美国打开大门，促使数千亿美元新增
资本涌入美国地产市场。

海关总署 13 日发布数据，2015 年，我国外贸进
出口总值 24.5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降 7%。其中，出
口 14.14 万 亿 元， 降 1.8% ；进 口 10.45 万 亿 元， 降
13.2%。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方式更趋合理，民营
企业对外贸易显示活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请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绍 2015 年全
年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

35 年来首度放宽房产税
新法案将降低外国人在美投资不动产所承担的税
率，同时外国养老基金在美投资房地产时，享有与美国
养老基金同等的待遇。新法案还把允许外国人养老金购
买美国公开交易房地产投资信托产品免税部分提高到
10%，此前这一数字是 5%。
法案取消了 1980 年开始实施的《外国投资房地产
税法案》
（FIRPTA）对外国养老金投资美国房地产时征
收的税率，将为潜在的海外投资者赴美置业敞开大门。
在 1980 年 6 月 19 日之前，外国人投资美国某些地方
的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利益获取收益一般不会被征税；
而法案公布后，非美国籍人在美不动产就被纳入了应征
税范围。
依照旧规，大多数外国投资者只要符合美国国家税
务局（IRS）定义的“外国人”和“外国公司”，不管是
否盈利均预扣成交价 10% 的税，以及其他的联邦、州
和地方税种。国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协会表示，各种税种
累加起来，总额最高可能占据收益的 60%。房产税由基
层地方政府确定，各地区差异很大，年税额大多在房屋
市场价的 1%-3% 范围内。

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
由于受到 FIRPTA 限制，数万亿美元的国外养老金
被拦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之外。破除过时的税率门槛，
修法将调动更多私人资本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根据
纽约地产研究机构地产资本分析的数据，今年美国房地
产跨境投资总额达到约 784 亿美元，占据 4830 亿美元
房地产投资总额的 16%。外商投资总额约 10% 来自养
老基金，规模达到 75 亿美元。
自金融危机以来，受相对收益率以及投资者认为不
动产投资具备安全性等因素驱动，大量海外投资者赴美
投资房地产，需求增长也推动了美国商业地产价格创下
新高。许多外国投资者在购买时改变了购买结构，使自
身在投资主体中占少数，以绕过 FIRPTA 规定。
美联储正式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抛售潮开始隐
现。今年 10 月底，美国地产大亨 Sam Zell 旗下一家房
地产投资基金公司出售超过 2.3 万套公寓，该公司还打
算出售另外的 4700 套公寓。这些交易所获得的大部分
收益将在明年以股息的方式返还给投资者，而不是用于
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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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24.59 万亿 同比降 7%

黄颂平 :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出席今天的新
闻发布会，很高兴和大家见面，通报 2015 年我国外贸
进出口情况，之后回答大家提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美国此举并不会一
味刺激房地产市场，稳定的意味更浓，同时也会兼顾美
国财政政策的调整，避免房地产市场出现风险累计。”在
签署本次法案之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规模高达 1.1
万亿美元的庞大支出法案，以摆脱政府被迫关门的阴影，
对外国投资者降低购房税率为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买家或更积极赴美置地
近年来，美国房地产深受很多中国投资者青睐。据
商业地产调查机构真实资本分析公司的数据，今年初来，
投资美国商业地产的中国资本已达 25 亿美元。20122014 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商业地产领域的全年投资额
分别是 54 亿美元、153 亿美元和 136 亿美元。
而在住宅地产方面，中国人已是美国房地产最大的
海外买家。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6 月底的报告，在
截至今年 3 月底的过去一年里，中国买家在美国房地产
上支出了 2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其中主要用于
购买住宅物业。
美国汤普森教育中心董事总经理王连波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
税收放宽将进一步利好中国投资者。由于中国房地产市
场正在进入新的调整期 ,‘走出去’的热潮会更加明显，
人民币寻求海外保值增值的需求更高。美国作为相对安
全的投资目的地，一些中国买家美国置业也更看重学区
房、绿卡、产权所有等系列优势。”

2015 年， 全 球 经 济 总 体 复 苏 乏 力， 前 景 艰 难 曲
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常
态。据海关统计，2015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4.59 万亿元人民币 ，比 2014 年下降 7%。其中，出
口 14.14 万亿元，下降 1.8% ；进口 10.45 万亿元，下
降 13.2% ；贸易顺差 3.69 万亿元，扩大 56.7%。
在复杂严峻的局面中，对外贸易发展仍然呈现一些
积极变化和亮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
一、贸易方式更趋合理。在国务院“稳增长、调结
构”相关措施的大力推进下，2015 年我国一般贸易进
出口值为 13.29 万亿元，下降 6.5%，占进出口总值的
54%，所占比重较上年提升 0.3 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增
长 2.2%。
二、贸易伙伴多元化取得积极进展。2015 年，欧
盟、美国、东盟为我前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值分别
为 3.51 万亿、3.47 万亿和 2.93 万亿元。同期，我国对
东盟、印度等新兴市场贸易相对表现较好，其中对东盟
双边贸易值略降 0.6%，对印度增长 2.5%，表现均好于
进出口总体情况。

的 20.7% ；其中，玩具、家具、箱包、塑料制品出口保
持增长。
五、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贸易条件进一
步改善。2015 年，我国部分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加。
其中，进口铁矿砂 9.53 亿吨，增长 2.2%；原油 3.34 亿吨，
增长 8.8%。同期，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 11.6%。其中，
铁矿砂、原油、成品油、大豆、煤炭和铜等大宗商品价
格跌幅较深。同期，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下跌 1%，跌幅
明显小于同期进口价格总体下跌幅度。由此测算，2015
年我国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为 112.1，表明我国出口一定
数量的商品可以多换回 12.1% 的进口商品，意味着我
国贸易价格条件明显改善，对外贸易效益有所提升。

三、民营企业对外贸易显示活力。2015 年，我国
民营企业进出口 9.1 万亿元，微降 0.2%，占进出口总
值的 37%，提升 2.5 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增长 3.1%。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外贸发展中依
然存在一些困难。例如，2015 年，我国与欧盟、日本
双边贸易分别下降 7.2% 和 9.9% ；外商投资企业、国
有企业进出口分别下降 6.5% 和 12.1% ；加工贸易进出
口下降 10.6%。2015 年 12 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
数为 31.2，较 11 月回落 0.8，表明今年一季度我国出
口压力仍然较大。

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 年，我国出
口机电产品 8.15 万亿元，增长 1.2%，占出口总值的
57.7%，较上年提升 1.7 个百分点。同期，纺织品、服装、
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 7 大类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总值 2.93 万亿元，下降 1.7%，占出口总值

面对严峻复杂的对外贸易形势，海关将按照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总体部署，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
决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
革，坚持稳中求进，营造更加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促进
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

研究显示，2014 年到 2015 年初，卖给中国人的
房产中有大约 39% 用于自住，另有 7% 是供在美国上
大学的孩子使用。以出租房为投资目的的只占 23%，美
国的房子中国买家中大约有一半已经在美国生活，美国
一直是投资移民的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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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投资实现 13 连增 去年对美投资高速增长
（来源 ：网易新闻）

中国商务部 1 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
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 1180.2 亿美元的历史
最高值，同比增长 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
13 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 33.6%。
至此，“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
到了“十一五”的 2.3 倍。2015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
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外投资国家 ( 地
区 ) 相对集中，对美国投资高速增长。2015 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美国、
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荷兰、澳大利亚等。对前
10 位国家地区投资累计达到 1016.3 亿美元，占到全年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 86.1%。对美国投资 83.9 亿
美元，实现了 60.1% 的较高增长。
商务部特别指出，2015 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
一路”相关的 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
14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2%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相关的 60 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3987 个，
新签合同额 926.4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
签合同额的 44%。同期，中国企业投向交通运输、电力、

（文字来源 ：财新网 ；图片来源 ：彭博社）

通讯等优势产业直接投资累计约 116.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80.2%。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 70.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54.2%。
截至去年 12 月底，中国企业正在推进的合作区共
计 75 个，其中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
制造类园区，建区企业累计投资 70.5 亿美元，入区企
业 1209 家，合作区累计总产值 420.9 亿美元，上缴东
道国税费 14.2 亿美元，带动了纺织、服装、轻工、家
电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
2015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突破
2000 亿美元，达到 21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
从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阶段看，年合同额上千亿美元大
约经历了近 30 年的时间 (2008 年达 1045.6 亿美元 )，
而跨入两千亿美元仅用了 7 年的时间。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提升，模式创新越发重要。近
年来，商务部积极鼓励企业承揽特许经营类工程项目 ( 包
括 BOT、BOO、PPP 等 )，初步统计，2015 年中国企
业新签和在建 ( 包括运营 ) 的特许经营类项目 30 个，涉
及合同金额超过 100 亿美元。

沪综指收创 13 个月新低，市场信心疲弱大盘继续寻底
（来源 ：网易新闻）

中国股市沪综指周五大跌 3.6% 至逾 13 个月新低。
分析师指出，周五大盘未能延续昨日反弹格局，股指继
续向下寻底，前期领涨的钢铁、煤炭板块跌幅较大。目
前投资者情绪十分谨慎，市场信心极为疲弱，盘中反弹
多成为出局机会，料短线将下探去年 8 月低点 2,850 点。
国元证券策略分析师王明利称，主要还是反映了投
资者的恐慌情绪吧。市场情绪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修复。
王明利表示，此前部分资金选择进入钢铁、煤炭股进行
避险，目前其他板块调整幅度已大，令钢铁、煤炭板块
有补跌的需要。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新增人民
币贷款 5,978 亿元，低于此前路透 7,000 亿元的调查中
值 ；当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 13.3%，略
低于路透调查中值 13.5%。
沪综指收报 2,900.97 点，跌 106.68 点，或 3.55%，
此前收盘低点为 2014 年 12 月 09 日 2,856.27 点，该
指数全周累计下跌 8.96% ；上海 A 股周五成交 2,052
亿元人民币，周四全天为 2,165 亿元。沪深 300 指数
收报 3,118.73 点，跌 3.19% ；沪深 300 指数期货主力
2 月合约收报 3,027.8 点，跌 2.92%，成交 16,098 手。
130 亿元额度的沪股通净卖出 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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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吹响供给侧改革号角
12 月 21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令“供给侧改
革”再度升温。会议明确指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
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
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可以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继“新常态”之后体现本届领导层
执政思路的又一核心概念。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把供给侧改革提到空
前高度，更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 ：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意味着 2016 年供
给侧改革将不会停留在理念上，而是会真正落地。
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街谈巷议的焦点，
但从讨论内容来看，令人忧虑 ：有的专家对供给经济学
不以为然，认为效果其实不好 ；更多的人则进行过度解
读，出现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创新，而对如何实施
供给侧改革则很少涉及。改革知易行难，关键不在于知，
而在于行。要推动供给侧改革，准确理解供给经济学的
精神实质，并结合中国国情对症下药才是关键。

意味着此前就没有供给侧改革。李克强表示，本届政府
推进简政放权、“双创”和“互联网 +”，实质上都是从
供给侧发力。习近平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也就是说，原来就有供给侧改革，只是现在需要更加强
化而已。
李克强总理提出 ：
“大道至简。中国历史上，但凡
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
被后世称为“盛世”。”这其实就是供给经济学的思想精
髓。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
用”，这也是与供给经济学的内涵高度一致的。

现在对供给侧改革出现了过度解读，甚至有人提出
所谓“新供给经济学”，此类概念创新更加剧了认知混乱，
把很简单的事情说的很复杂和玄奥。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提出“供给侧改革”呢？笔者
认为，尽管中央一直在引导供给侧改革，但面对经济增
速持续下滑的压力，出现了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不协
调，即长期政策以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为取向，而短
期政策则仍以“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刺激为主。例如，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基础设施项目仍高达 2 万亿 ；
2015 年央行连续 5 次降息降准。但由于“全面刺激的
边际效应递减”，经济颓势不改，甚至被认为可能延缓
和阻碍结构调整的步伐。经过过去七年的实践，中央不
得不下决心调整“稳增长”的思路。由此，
“供给侧改革”
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宏观经济政策主轴，有望实现
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协调。

“供给经济学”是经济学文献中一个成熟的学派，
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美国总统里根将“供给经
济学”作为施政的核心理念，并以大胆实践验证了供给
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从而让供给经济学成为广为人知
的学术流派。

这一思路调整来之不易。尽管学术界对“四万亿”
口诛笔伐，中央也明确提出“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但推进供给侧改革依然面临观念和利益的阻力。吴敬琏
教授最近就感慨说，“对于从需求侧寻找解决办法，大
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2014 年 7 月笔者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
谈会时，就着重介绍了 80 年代里根应用“供给经济学”
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走上创新之路的成功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讲，里根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货币学派。
即一方面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来打击通胀，另一方面通过
减税和放松管制来推动就业和创新。

进入 2015 年，金融危机后第 7 年，美国失业率已
经降至 5％的充分就业水平，联储启动加息。但中国经
济持续下行，且迟迟未见复苏迹象。究其根本，是因为
我们在过去 7 年未能针对企业部门“高杠杆、高产能”
的现实进行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一、供给侧改革的真正内涵

中央越来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2015 年中
财办主任刘鹤三次在广东、浙江调研时均强调
：更加重
从表面上看，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包括减税和放
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松政府管制。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政府，大
2015 年 11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
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
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 ：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马云对于供给经济学的理解，超过了中国不少经济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
学家。马云说 ：
“中国经济前 30 年，加大基础设施、出
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2 月初李克强总理提出，
口，这是政府拿手好戏，银行的钱掏出来。消费，把老 “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百姓的钱掏出来，那是企业家的本事，那是创新的体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
未来 20 年到 30 年，中国必须以消费拉动，而消费拉动
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转向，中国经济转型有
一定是企业家。”靠企业家来创造供给、拉动消费，此
望迎来实质性突破和转折。
即供给经济学，善哉马云。

二、供给侧改革 ：中国一直在做
尽管供给侧改革首度出现在中央文件中，但这并不

三、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聚焦两大目标 ：减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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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供给 ；增加有效供给。
所谓“无效供给”，主要是指过剩产能。这些过剩
产能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市场难
以发挥决定性作用。例如，一些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
业严重亏损且缺乏竞争力，本应淘汰出局，但在地方
政府和银行的持续输血下沦为不死不活的“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直接导致过剩产能难以消化，大
大延缓全行业复苏进程，变短痛为长痛。消除“无效供给”
的关键是减少政府干预，让那些本应破产的企业按照市
场规律消亡。
所谓“增加有效供给”，就是鼓励企业家更好的创新，
创造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是主角，政府是配角，不能越位。政府主要任务是
消除创新的制度瓶颈，降低交易成本，为创新提供更好
的制度激励。

围绕这两大目标，供给侧改革的具体任务可以细化
为：
1．加快淘汰僵尸企业 ：淘汰僵尸企业的过程，就
是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过程。最近国务院常务会
议明确提出，
“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
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
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
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
“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
2．控风险 ：淘汰僵尸企业，势必导致银行坏帐率
上升。据里昂证券的研究，中国银行业实际坏帐率可能
高达 8.1%。因此，在淘汰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如何防
止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大挑战。 央行行长周小川
（2015 年 11 月）撰文指出 ：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原来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
矛盾和体制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是未来五年的严峻挑战！”
3．降低税率 ：
“减税”已成为学界共识，也是“供
给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但“减税”这个词具有误导性。
准确的说法是“降低税率”，因为根据拉弗曲线，当税
率过高时，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而且
会通过扩大税基而提高政府税收收入（理解这一点，对
减少官员的抵制情绪至关重要）。笔者一直呼吁在 2020
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功之前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
企业所得税也存在较大减税空间。在 80 年代，里根将
美国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削减 1/3 左右，大大激发
了市场活力 ；
4．打破央企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垄断
必定扼杀创新，抑制有效供给。国务院曾经在 2005、
2010 年颁布 36 条、新 36 条来打破央企垄断的玻璃门，
均为奏效。直到去年，5 家民营银行获准设立，才终于
取得一些突破，但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垄断壁垒依
然坚固。最近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 ：
“国有企业和
重要行业改革将跨越深水区，在电力、油气、铁路、民航、
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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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石油等竞争性环节将真正放开。”我们不禁要问 ：
这次是真的来真的吗？
5．化解房地产库存 ：尽管房地产泡沫化迹象明显，
但鉴于房地产的重要性，当前要稳住经济，政府除了继
续维护“房地产泡沫”之外，没有太好的办法，实属无
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实现“化解房地产库
存”着墨甚多 ：
“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
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
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
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
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
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鼓
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
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
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中央不仅提出“取
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甚至希望借助“农民工市民化”
来消化房地产库存，可见压力之大。不过鼓励农民工买
房必须慎重，避免过度激励，重蹈美国 2008 年金融危
机中“次级贷款”的悲剧。
6．简政放权 ：政府管制越多，企业创新越少。尽
管中国已经宣布减少了 1/3 的审批权，但这一成果因为
官员的“猫鼠游戏”而大打折扣，以致于李克强总理依
然在怒斥“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在所有的审批权中，
IPO 审批权能否取消最为重要，因为股票发行是“去杠
杆”的重要机制。最近全国人大已授权国务院实施 IPO
注册制，但证监会又声明在“两年内”逐步实施，这意
味着改革步伐将慢于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

恒产者有恒心”。十八届四中全会尽管宣誓了依法治国
的决心，但关键看行动。实现依法治国固然难以一蹴而
就，但对企业家而言，他们是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来观
察依法治国的诚意。例如，吴敬琏、江平等学者多次呼
吁重审重庆唱红打黑期间的一些冤假错案等具有标杆意
义的案件，这对重塑企业家信心、遏制海外移民潮至关
重要。
上述任务清单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
务”涵盖面更广。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破央
企垄断应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大任务，而从国企改革方
案来看不容乐观 ；第二，简政放权要啃“硬骨头”，现
在社会对简政放权的热情已经显著降温，主要是因为“雷
声大、雨点小”；第三，供给侧改革既要关注减税、去
产能等短期议题，更要关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法治
等长期议题，且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在落实
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其实与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有不少重叠和交叉。从凯恩斯
主义向供给经济学的回归，印证了中共中央那句话“改
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聚焦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意味着宏观政策重回正轨，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到来。面对经
济下行的压力，各级政府能否具有足够的定力和激励推
动供给侧改革值得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
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
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
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
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
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
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
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
做好职工安置工作”。从中不难看出，中央依然希望兼
顾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稳定，而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很
大矛盾，因此 2016 年改革能取得多少进展仍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李克强总理坦承 ：
“中国这几年不搞“强刺激”，持
续不断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但不管如何艰难，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信念和决心都
不会动摇”。
2016，中国经济转型已到关键时刻。

7． 消 除 生 产 要 素 价 格 扭 曲 ：土 地、 劳 动 力、 资
本、环境污染等生产要素价格在中国长期低估，导致资
源错误配置，加剧了产能过剩。要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
曲，一要加大执法力度，二要放开价格管制。这方面已
经取得一些进展，例如 ：2014 年江苏全省法院一审审
结污染环境犯罪案件 33 件 100 人，同比增长 450% 和
525%，超过现行刑法生效以来 15 年全省法院审结污
染环境犯罪案件和人数总和，其中 24 人被判处有期徒
刑，同比增长 23 倍 ；在金融价格方面，利率市场化也
已迈出了最后一步。但还存在一些体制性症结有待解开，
例如环保部门缺乏独立性、国企的预算软约束、银行的
行为政治化等等。习近平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
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主要指省级环保部门直接
管理市（地）县的监测监察机构，承担其人员和工作经
费，市级环保局实行以省级环保厅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
县级环保局不再单设而是作为市（地）级环保局的派出
机构”。这对加强环保执法是非常必要的。周小川亦在
2015 年 5 月撰文指出，“今天我们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
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
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
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
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
8．完善法治：对于创新而言，产权保护是前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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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 2008 年第四季及 2009 年第一季没有可比性。他
认为那时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深的经济修正”，而现在
则是美国经济正在成长，西欧情况也不错。
这种观点受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丁
远教授的赞同。他对路透表示，如果根据人民币小幅贬
值和中国股市下跌来判断中国经济状况，将会犯错误。
“这只是短期波动 ... 人们过于专注于短期情况。我
们应该着眼于未来五年，而不是未来两个月，”他说。

对于试图带领企业安然度过未来一年的高管们来
说，油价仍然是一大未知数。
“在我们所处的许多市场中，油价显然是影响经济
体质的一大因素。我们预期各国政府将努力适应这种
新的油价水准，不论是在 30 美元，还是更低或更高。
谁知道 2016 年情况会怎么样？”Vimpelcom 执行长
Jean-Yves Charlier 在接受采访时对路透表示。

美联储加息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来源 ：北京青年报）

2016 年 1 月 20 日，世界经济
论坛创始人兼主席克劳斯 · 施瓦
布出席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

达沃斯与会者共识 ：年初市场大跌并非金融危机信号
（来源 ：凤凰财经）

随着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在达沃斯齐聚一堂，全
球市场重跌成为了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不过到目前为
止大家都认为这并非金融危机的信号。

出问题的先兆

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与会者围绕从机器人
[3.70% 资金 研报 ] 对就业的影响，到两性及财富不平
等的诸多领域展开激烈讨论。而与此同时 MSCI 明晟全
球股指 .MIWD00000PUS 跌至 2013 年 7 月以来最低
水平。

“市场动荡可能预示某些方面不太对头，而且即使
这种动荡不够理性，也可能造成实际不良后果。现在发
生的事情表明，正在蔓延的过度乐观情绪是错误的，
”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路透表示。

如果维持跌势，则 1 月下跌 9.9% 将成为 2009 年
以来最大月度跌幅，当时全球金融危机接近尾声。
“我不认为这是 2008 年重演 ... 这并不是在否认市
场存在一些严重风险 -- 尤其中国经济在放缓，”毕马威
会计师事务所全球董事长 John Veihmeyer 周三在路透
全球市场论坛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
预估至 3.4%，这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该组织第三次
下调预估。中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经
济增长速度为 25 年来最慢。
中国经济快速放缓以及油价急剧下跌，让全球各地
投资者感到担忧。但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执委莫斯可维
西对路透电视表示，他不认为会重新陷入一场国际金融
危机。
“我没感觉到金融危机正在卷土重来 ... 但确实存在
不利因素，我们需要应对，”他说。
“存在担忧 ... 尤其是对于正在进行转型的中国，转
型是困难的，而且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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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继开局不顺之后，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一些人
士对于 2016 年前景并不是充满信心。

继利率多年来保持在纪录低位和实施量化宽松之
后，莫斯可维西表示相信各央行仍拥有重振全球经济的
弹药，但斯蒂格利茨并不相信这点。
“美联储没搞清情况。美国与巴西在全球形势不佳
的情况下升息。相比于市场，央行的行为经常脱离实际
情况，”斯蒂格利茨认为不会出现 G7 或 G20 级别的干预。
担任英国国防工业集团 BAE Systems 董事长的资
深英国企业家 Roger Carr 表示，前景看起来不太妙。
“去年此时达沃斯论坛召开时，情况还不错，和现
在大不相同。当时面对的问题是贫富之分，而不是‘我
们全要变穷吗？’”
“目前情况相当悲观，”他对路透表示。

良性修正
不过，像前巴克莱执行长 Bob Diamond 这类银行
家表示，中国经济成长放缓是“良性修正”，虽然严重，
却也是必要的。
现在投资于南非的 Diamond 对记者表示，目前形

12 月 16 日， 美 联 储 宣 布 升 息 25 个 基 点， 至
0.25%-0.5%。由此美联储结束了长达 7 年的零利率政
策，同时也是 9 年来首次加息。

务状况。事实上，中国央行在 4 月末削减银行的存款准
备金率 100 个基本点时放宽了条件，这是中国自 2008
年以来降幅最大的。

“好消息”是，美联储加息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强劲，
一些经济体出口预期会改善。而“坏消息”是，加息意
味着美国市场美元资金供应减少，预期利率和资金收益
率将上升，一些跨境流动的资金将回流美国，即可能意
味着资金的流出，进而可能导致本币汇率下滑。如果外
汇储备等应对手段不足，可能意味着风险，这主要是针
对一些新兴经济体而言的。

另一方面担心则来自于对中国资本外流的担忧。据
华泰证券的研究显示，上证综指的变化说明美联储加息
导致中国资本外流，对中国股市存在负面作用。

那么，有朋友会问，“美联储加息，跟我有什么关
系？”其实，这跟我们的生活还真是息息相关，譬如对
股市，对房地产，对人民币贬值等方面的影响。

对中国股市影响有限
加息后，毋庸置疑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对中国股市
的影响。市场上普遍认为美联储加息对 A 股会带来负面
影响，但总体而言，美联储加息对 A 股的心理冲击或许
大于实际影响。
回顾历史，1994 年以来美国的三轮紧缩中，确实
对中国股市产生影响。当时在首次加息后，上证指数持
续了一个月时间的下跌，此后一整个季度的表现均不佳。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其他因素密切
相关，与美联储加息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可能是历史
巧合”。理由是，在 1994 年、2004 年时，在美联储加
息之前，上证指数也处于下跌之中。
历史已经过去，过往不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眼下
这次加息究竟影响几何？
担忧首先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层面的影响。有人担心，
美国加息可能会推动资本退出中国的经济生态，从而货
币政策收紧造成外资流出中国经济体，而此时正值中国
经济增速放缓时期。
不过对此，汇丰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 Frederic
Neumann 认为，中国已经对此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认
为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息能足以抵抗美国的大幅紧缩政
策，即使美联储加息，也应该能够保持在一个平稳的财

不可否认，从当前来看，美联储加息将导致资金外
流、人民币贬值预期进一步强化，对 A 股而言确实始终
是一个负面因素。
“实际上，美联储加息对 A 股的心理冲击大于实际
影响。”据海通证券的研究显示，相对于新兴市场，中
国资本流动更受管制，同时在外汇储备和外债规模占比
上也具备明显优势，因此美国加息对中国及 A 股市场带
来的直接冲击相对更弱。
显然，股灾之后，A 股市场信心重建之路依旧漫长，
不得不重视美联储加息可能通过新兴市场波动带来间接
冲击。回顾过去，方可发现，美国加息对 A 股带来的冲
击多通过其他新兴市场危机的传导来实现，譬如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尽管相比于上世纪 90 年代，当前
新兴市场抗风险能力有所提高，汇率机制、外币债务与
外汇储备较上世纪 90 年代明显改善，新兴市场作为一
个整体遭遇资本冲击和爆发危机的概率不大，但仍需防
范个别新兴经济体波动产生的溢出效应。
业内人士指出，总的来看，美联储一次加息对股市
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投资者无需成为“惊弓之鸟”
，
更不必自乱阵脚。

利空中国房地产市场
相比对 A 股市场的影响，美联储加息最可能产生影
响的或许是中国房地产市场。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短期影
响不会很大，不会引发中国的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和银
行危机，最有可能打击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首先，中国的房价泡沫比较严重，尤其是二线以下
城市，在人口净流出的大背景下，房价有向下调整的压
力，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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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速这些城市房价的调整。
海通证券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
由于美国加息后，中国要提高人民币的吸引力应对资本
外流，再降息的空间不大，中国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方式
只能靠降准，而房地产行业对利率非常敏感，原来预期
利率会继续下调的消费者可能不会入市了，对中国房地
产销售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预计 2016 年美国将有 4 次加
息，美元走强已成必然，这种情况下，中国房地产究竟
会如何受到影响？
第一，资金回流美国，大宗商品陷入熊市，全球出
现通缩迹象，多数货币出现贬值。美联储加息就犹如一
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全球金融市场之上，人民
币也不例外。瑞银证券预计，2016 年年底人民币兑美
元报 6.8，这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将贬值 5%。

美联储加息历史
1982 年以来，美联储有 5 轮较为明确的加息周
期
•

1983 年 3 月 -1984 年 8 月
美国经济处于复苏初期，里根政府主张减税
帮助经济复苏、制造更多工作机会。1981
年美国的通胀率 达 13.5%，接近超级通胀。

•

1988 年 5 月 -1989 年 5 月
在通胀已然抬头的情况下，而 1987 年的“股
灾”又导致美联储急降息救市 ；1988 年起
通胀率继续上扬 。

•

1994 年 2 月 -1995 年 2 月
此次加息被认为是导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时，市场出现通胀
恐慌 ；尽管经济增速开始回升，但失业率
依然高企 ；通胀下降令美联储继续削减 利
率直到 3%。1994 年，经济复苏势头重燃，
债券市场担心通胀卷土重来。

•

1999 年 6 月 -2000 年 5 月
1999 年美国 GDP 强劲增长、失业率降至
4% ；此前，美联储降息以应对亚洲“金融
危机”，互联网热潮令 IT 投资快速增长，经
济出现过热倾向。

•

2004 年 6 月 -2006 年 7 月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
美联储再次降息至接近零利率，直到今日。
房地产市场泡沫涌现，此前的大幅降息激
发美国的房地产泡沫。2003 年下半年，经
济强劲复苏，需求快速上升拉动通胀和核
心通胀抬头。

第二，全球资金流动加剧，而资金流动的加剧将有
可能带动部分国内资金转变投资方向。国内目前大部分
投资资金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股市当中，资金的投资方
向发生转移极有可能导致中国楼市及股市的动荡。
第三，2008 年经济危机后，美联储每 25 个基点的
降息操作，大约助涨了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 4 个百分点。
考虑到市场的中长期走势尚不明朗，房产的变现能力又
较差，买房已不再是稳妥的投资选项。
尤为值得关注的就是人民币的贬值，毋庸置疑这是
房地产的最大利空。在人民币升值的数年里 ：人们的财
富和可支配收入会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增加，住宅作为
一种高价消费品，吸引了大量财富增长的消费者，在房
地产供给短期内难以增加的情况下，房地产需求的增加
会拉高房价。但如果一旦人民币改变升值预期，出现趋
势性的贬值变化，买房就赚钱的趋势将出现逆转，这种
情况下，买房就愈加需要谨慎。

人民币恐进一步贬值
然而，加息随之而来的人民币贬值是否只是影响房
地产呢？
显然不是，人民币贬值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对出国留
学、出国旅游、海外购物、海外代购等需求的影响。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12 月 16 日，据央行公布汇率
中间价报 6.4626，比上一个交易日贬值 67 点，续创 4
年新低，至此中间价已经连续八个交易日下跌，累计下
跌 775 个基点。从 12 月 4 日算起，人民币兑美元即期
汇率从 6.4020 一路跌到了 6.4610，8 个交易日贬值了
0.92%。
美联储加息就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悬于
全球金融市场之上，人民币也不例外。加息对我们的生
活带来的影响同样是间接的，它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实现。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内地公民出境游突破 1 亿人次。
以美国游为例，按人均消费 5000 美元计，人民币汇率
从 6.2 跌到 6.4，约增加花费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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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 ：今年以来，人民币中间价跌
幅已达 4.82% ；最近两年合计跌幅更是超过 5%。如果
你需要出国留学、旅游或海淘，那意味着相比两年前 ：
你的 1000 元少了 50 元，相当于少看一场电影 ；
如果你有 10 万元，就少了 5000 元，相当于少去
一次国内游 ；
如果你有 1000 万元，就失去了 50 万，相当于失
去了一部宝马 5 系 ；
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留学，按照人均每年 25 万元
人民币计算的话，意味着你在兑换美元时，可能要多花
12500 元人民币。
所以，事实上，你口袋里的钱就这样悄悄地飞走了！

危机转了一大圈又回美国了
（来源 ：上海证券报）

美国将在大选年真正迎来 2009 年复苏启动后的首
次危机挑战。经济复苏看上去挺美，但缺乏新生动力。
2016 年开年，美元汇率被逼到四面“竞争性贬值”的
境地，全球恐慌情绪急速蔓延，美元反而被霸权所反噬。
加息必要性不容犹豫，汇率被动升值势不可挡，美国政
策真正进入两难。偏偏美国企业利润增长在放缓，美国
股市估值天花板正在下降。失去繁荣股市的助力，经济
内生增长动力将渐次削弱，这又将给丧失周期领先性埋
下隐患。
危机，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再度萦绕在美国的上空。
当然，历史从不简单重复，经过七年消化，并在全球肆
虐一圈之后，今天的危机已不能将美国经济从复苏打回
衰退，但这几年的领跑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真正面
临挑战。
从绝对意义上看，2016 年依旧是美国经济复苏主
旋律不变的一年。IMF 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基准预测高
达 2.8%，而据笔者测算，最为关键的美国经济内生增
长模式也一如既往地运行稳健，2015 年前三季度，分
别为 1.66% 和 3.24% 和 3.27%，均值为 2.86%，不仅
高于 2008 年至 2014 年危机期间平均的 0.96%，也高
于 1947 年至 2014 年 1.91% 的历史均值。然而，不易
察觉的是，从相对意义来看，美国经济的边际改善乏善
可陈，复苏刚走过五年就显露出后继乏力的陈腐之气。

打个比方，美国经济复苏看上去挺美，但就像是部经典
电影——“美国往事”，让人习以为常又缺乏新生动力。
更重要的是，若说“复苏已成往事”只是让人唏嘘，
那危机轮回则真正让人不寒而栗。从学理上分析，危机
是个闭环，八年轮回至起点，具有通畅的逻辑性 ：金融
的支点是“信用”，金融危机就是信用的崩塌；第一阶段，
表现为微观信用崩塌，有毒资产造成流动性枯竭，政府
拯救之策是以宏观财政信用抵补微观信用，大规模救助
政策陆续出台 ；第二阶段，表现为透支后的宏观财政信
用崩塌，债务风险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此时的拯救之策
是用货币信用抵补宏观财政信用，量化宽松成为主流 ；
第三阶段，表现为透支后的货币信用崩塌，新兴市场货
币竞争性贬值尘嚣渐起，此时，美国和美元作为领头羊
最早走出危机 ；第四阶段，表现为霸权被膨胀后的信用
崩塌，市场太过于依赖霸权稳定，以至脆弱的霸权难以
承载周期错配的负载，重新面对危机的挑战。
刚刚进入 2016 年，这个逻辑变成事实。国际金融
市场巨震，股市普遍大跌，大宗商品市场深度下调，恐
慌情绪广为蔓延。表面上，人民币汇率贬值和中国股市
大幅震荡令人关注，但实际上，美国面临的挑战更大。
以跨年为分界线，中国货币当局将汇率政策重心从价格
稳定转向主动作为，通过波动调整，人民币有效汇率高
估、CNH 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集中释放和 CNY 市场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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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需求集中兑现的压力得以释放。
对美国而言，人民币的主动解缚相当于带来了“双
重打击”：一方面，人民币不再伴随美元被动升值，美
国市场再度面临中国商品变便宜的直接冲击 ；另一方面，
对全球其他国家而言，鉴于人民币不再绑定美元，这些
货币唯有在“竞争性贬值”上做得更彻底。两方面作用
下，皮球从中国踢回美国。作为第一个进入加息周期的
主要经济体，美国与美元行至“四面楚歌”的边界，美
元升值变成一种无以复加的压力。目前，美元指数已升
至 100 左右（美元指数还不含人民币），而本世纪初，
美元指数在走上 120 高位后就迅速邂逅了互联网泡沫破
裂，随后又紧跟着次贷危机。美元即便是霸权货币，也
经受不起全面快速升值的冲击。人民币对美元主动贬值，
虽然给中国市场带来了压力，但也同时将美元逼上了险
境。
那么，美联储是不是可以中断加息并重回宽松？这
种政策反复的危害远比现在的风险还要大，货币政策失
信带来的紊乱将是长期且难以修复的，结果可能是大宗
商品重回上升周期后更长久的滞涨。而且，放弃加息、
重回宽松也得不偿失。一方面，美国产出缺口已快要
消失，宽松只能带来额外的通胀效应 ；另一方面，更重
要的是，美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瓶颈，货币政策变向难以
像以前一样得到正面反馈。种种细节表明，美国劳动力
市场改善已进入瓶颈状态，进一步大幅边际优化的难度
很大 ：2015 年 10 月，美国失业率为 5%，较 2009 年
10 月 10% 的阶段高点大幅下降，而据美国官方测算，
2015 年末潜在失业率为 5.05%，也就是说，美国失业
率已达潜在水平。2015 年前 10 个月，美国月均新增非
农就业 22.9 万人，大幅高于 2008 年至 2014 年月均的
2.8 万人和历史平均的 10 万人的水平，在政策效应已集
中爆发的背景下，强势的就业提振难以持续。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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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至 10 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从危机前的 66% 一路降
至 62.4%，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日渐凸显。
从政策牺牲率分析最优政策路径，美联储一旦加息，
最优选择就是快速将基准利率提升至通胀率之上。正因
为如此，美联储预测点阵才显示 2016 年会有四次加息，
而市场普遍认为不超过 2 次，美联储副主席费雪尔就明
言市场对此预期过低。2016 年开年，美元汇率被逼到
四面“竞争性贬值”的境地，全球恐慌情绪急速蔓延，
美元反而被霸权所反噬。一面是加息必要性不容犹豫，
另一面是汇率被动升值势不可挡，美国政策真正进入两
难。
而更可怕的是，加息覆水难收，美国股市估值天花
板正在下降。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盈利状
况是决定资本市场表现的物质基础，而偏偏美国企业
利润增长在放缓。去年前两季度，经存货计价和资本消
耗调整的美国企业利润季均增长为 2.86%，不仅低于
2008 年至 2014 年季均的 5.58%，还低于历史平均的
7.35%，去年二季度，美国企业利润仅增 0.6%。金融
企业表现格外令人失望，非金融企业也乏善可陈。2015
年前两季，美国金融企业利润季均增长 0.49%，大幅低
于 15.61% 的历史均值；非金融企业利润季均增长 5.5%，
低于 7.3% 的历史均值。企业家信心也因此大幅下挫，
去年三季度，美国 CEO 经济展望指数为 74.1，不仅大
幅低于 2011 年第一季度 113 的阶段高点，还创下了
2009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低。双向压力下，美股大概
率进入调整周期。事实上，去年道琼斯就结束了连续六
年涨势。对消费驱动型的美国经济而言，失去繁荣股市
的助力，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将渐次削弱。这又将给丧失
周期领先性埋下隐患。
美国将在大选年真正迎来 2009 年复苏启动后的首
次危机挑战。

亚投行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文字来源 ：中国青年报 ；图片来源 ：新华网）

1 月 16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在北
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致辞。习近平强调，倡
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
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
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2016 年 1 月 16 日，备受瞩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开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自 2013 年 10 月中国提
出筹建亚投行倡议以来，已有 57 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
协议并成为亚投行初始成员国，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
经济体正在申请加入。作为首个由中国倡导的多边开发
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将致力于成为“专业、高效、廉洁
的 21 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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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的成立恰逢其时
从功能定位上讲，作为一家开发银行的亚投行，旨
在推动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这对于亚洲国家自身的经济发
展以及整个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后金
融危机时代全球市场需求疲软，以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主
导的亚洲经济体普遍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保增长
与调结构的两难问题成为制约亚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无疑是促使亚洲
国家走出这一困境的切实途径。从长远来看，扩大基础
设施投资和促进亚洲各国互联互通，将加深区域内货物
贸易和产业分工水平，进而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并刺激
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
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起步较晚

且处于较低水平。冷战后多边进程受阻和停滞，促使亚
洲国家开始探索适合本地区合作的制度模式。近十余年
间，亚洲区域内贸易规模从 1 万亿美元扩大到 3 万亿美
元，占区内各国贸易总量的比例从 30% 升至 50%。与
此同时，亚洲国家之间的双边自贸区实现蓬勃发展。然
而，亚洲却尚未建立由主要地区贸易大国参加的、覆盖
整个地区的自贸区，更不用说从自贸区向共同市场和经
济共同体的深化合作。显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亚洲迫切需要提升本地区的制度化合作水平，为
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水平不仅决定着一国经济发展
效率，而且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就亚洲
而言，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巨大资金缺口二者间存在深
刻矛盾，这严重制约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与深化。2013 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
尼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其重要内容便是大力发展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和互联互通。可是，亚洲许多国家本国金融市场的融
资能力严重不足 ；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银
行从功能上讲并非专门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金融机构，同
时，其有限的融资贷款能力也无法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
设的庞大需求。
由此可见，对于解决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难而言，作
为基础设施开发性金融工具，亚投行的成立可谓恰逢其
时、应运而生。通过改变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资金流动，亚投行将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深化一体
化水平的长效机制。它显然是打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
资瓶颈、提升亚洲发展需求的有益创举。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金融支撑，亚投
行的未来投资方向将包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
发展战略相对接，支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提高各国自主发展能力，促进产业链、价
值链深度融合 ；以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投
资为抓手，加强互联网技术合作共享，打造金融与网络
融合的范本。这将实质性地推动亚洲各国加速融入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享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的收益。显
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以及亚投行的正
式建立，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
建设，将成为亚洲区域合作模式的重要创新。而其最终
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全球治理层面上看，亚投行的成立反映出新兴经
济体尝试修正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矛盾，进而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谋求更大话语权的利益诉求。
“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一体系已
无法满足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需求。丝路
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便是新兴经济体和
亚洲国家对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集体反应。作为首

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筹建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投
行 75% 的股权由亚洲区域内成员主要是亚洲发展中国
家与新兴经济体持有。这无疑将提升这些经济体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权
利、机会与规则平等，形成对现有世界经济金融治理体
系和机制的有益补充。
就运行模式而言，亚投行将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模式
和原则运作。在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经验和做法
的同时，亚投行将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互为补充、并
行不悖，凭借自身优势和特色致力于成为“互利共赢和
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并将在未来国际经
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亚投行的示范效应也将促进
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完善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变
革。
尽管中国是亚投行最大股东，但亚投行的筹建以及
未来的决策和管理运营都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彰显合作共赢、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国际发展
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同时也致力于成为这
一体系的建设性贡献者。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便是承
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
目前，中国国内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亚投
行的未来建设无疑将考验中国在多边机构中的领导能力
和治理水平。如何以亚投行为支点推进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以新一轮开放和对外投资全面带动国内经济结构
调整和深化改革 ；如何通过平衡国家利益与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本国发展带动亚洲繁荣，在亚洲
繁荣中实现国家利益，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
来改革的成效，而且也将对扩大亚洲共同利益、促进亚
洲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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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boosts ties
with Saudis
By XING ZHIGANG
in Riyadh, Saudi Arabia and
ZHANG YUNBI in Beijing

《美国中国总商会年会在纽约举行》
Time 时间 ： 01-20-2016

Author 作者 ： 章念生 殷淼
From left: Former New York Mayor Michael Bloomberg, New York Lieutenant Governor Kathleen Hochul, and Cui Tiankai,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attend the
dinner gala of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at the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on Tuesday evening. CAI CHUNYING / CHINA DAILY

Cui calls 2016 ‘crucial’ for relations
By DONG LESHUO
and HEZI JIANG in New York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told a business gathering on Tuesday that 2016 is a crucial
year for both countries.
Ambassador Cui Tiankai addressed
the prospects for Sino-US relations at
the New Year Celebration Gala Dinner of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on Tuesday at the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2016 is a year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all of us,” Cui said. “For China, 2016
marks the start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he plan underpins the policie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2016
to 2020.
“It is the last mile we have to travel
before realizing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to double the 2010 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 and build a society of
moderat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by
2020,” Cui said.
Cui also said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elect a new president and
a new Congress, a critical choic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make”.
“The two countries must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into the next
year and pave the way for its irreversible growth in the years and even
decades to come,” he said.

Some 350 business leaders involved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ere in attendance.
“In building up this new model
of relationship, we will continue to
count on the support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Cui said.
China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provides a
market worth $450 billion for American goods and services, he said.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growing
rapidly. It has outpaced annual US
investment in China. These investment ﬂows deliver beneﬁts to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s, including

more jobs and more competitive
consumer markets. They also help
cement China-US relations,” Cui said.
Cui expressed his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 Chinese and US businesses
for your longstanding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 to China-US relations
over the years”.
He said he hopes that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act as Chinese ambassadors of goodwill, and continue to learn
from your US counterparts, assume
mor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tribute more to the local communities where you are operating.”
SEE “GALA” PAGE 2

Transparency key to bilateral investment: panel
By JACK FREIFELDER
in New York

jackfreifelder@chinadailyusa.com

The direct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expected to forge ahead in
2016 despite economic headwinds,
but business experts would like to see
more transparency.
Those were some of the observations by panelists in a discussion—
Chinese Investors in the US: Partners
or Competitors? — organized by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CGCC) at the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Xu Chen, chairman of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launches
2015 White Paper o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on Tuesday in New York.

The CGCC also released a white
paper o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on Tuesday.

Ni Pin, president of Wanxiang
America, the US subsidiary of Wanxiang Group, the largest auto parts
manufacturer in China, said that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ir US
counterparts can be partners and
competitors in the US, during his
keynote speech.
Glob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are
trends that expand across industries
and country boundaries, said Xiao
Yuqiang, chairman of the US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who is
part of the panel.
“China and the US need to work
toward a more transparen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o decrease arbitrage,”
said Xiao.
Liu Mingwei,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 at Rutgers University, said there are many partnership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The localization of management
for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US is
quite high,” Liu said. “Most Chinese
companies are aware of the domestic
differences, so [they] have high awareness of adhering to local rules and
management styles.
SEE “PAPER” PAGE 2

President Xi Jinping witnessed
ties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lifted to a higher level on Tuesday by securing wide-ranging deals
covering energy,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president arrived in Riyadh,
the Saudi capital, at the start of a
three-nation Middle East tour that
will also take him to Egypt and Iran.
It is his ﬁrst visit to the region since
he took office.
Four Saudi ﬁghter jets escorted
the plane carrying Xi into Riyadh.
Xi said Saudi Arabia is a major
Arab country and Islamic power,
and the two-way relationship has
“achieved great leaps forward” in
the past 26 years, greatly beneﬁting the two peoples.
Xi and 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Other agreements were signed
on energy, telecommunication and
aviation.
The two countries released a joint
statement on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greed to boost their joi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nual trade between the
nations reached $69.1 billion in
2014, about 230 times the ﬁgure
in 1990, the year that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Beijing and Riyadh

were established.
Ahead of his talks with the king,
Xi received a ceremonial welcome
at the Royal Court. His motorcade
was escorted by mounted guards,
and he inspected an honor guard
of troops.
Xi told the king that raising
ties to a new level will “deepen
bilateral strategic trust and lead
the two countries to greater outcomes from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The king said Saudi Arabia
support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s ready to deepen
cooperation in ﬁelds such as trade,
investment, ener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the talks, the king presented Xi with a King Abdul Aziz Medal.
Saudi Arabia is China’s largest
crude oil supplier and largest trade
partner in the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China is also among Saudi Arabia’s top trading partners.
Wu Bingbing, a professor of Middle East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said the agreements signed on
Tuesday “showcase the future pathways for Saudi Arabia to upgrade
its industries”, and will effectively
serve the country’s plan to diversify
its economy.
“As its consumption of crude
oil surges, Saudi Arabia is seeking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such as
nuclear and recyclable ones,” Wu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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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 warning

Oil firm’s outlay

China’s vast southern regions ar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blizzards,
sleet and rain until Saturday, but
officials are conﬁdent that transportation won’t be disrupted. > p4

CNOOC, China’s biggest offshore
oil and gas producer, says it will
continue to devote about 20 percent
of its spending to oil exploration this
year, despite cuts in both expenditure and output due to falling oil
prices. > p13

IMF: China role key
China’s success in adapting to its
changing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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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Fund. >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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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ajor stock indices all rose
more than 3 percent on Tuesday as
a disappointing economic report
raised hopes for more stimulus
policies. >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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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GDP growth drops to 6.9% as sectors shift; hard landing not expected
vi

By CHEN JIA in Beijing and
PAUL WELITZKIN in New York

Wang Bao’an, statistics bureau
vii director,
said the change indicates that

challenging tasks,” said Zhu Haibin,
chief China economist at JPMorgan
Chase & Co.

the economy is more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globally is affecting
China’s exports. “In addition, growth
in investment is falling faster than

Contribu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to GDP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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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C Honorees Gather in NYC Annual Gala》
Time 时间 ： 01-2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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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 ：确保大选年中美关系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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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时间 ： 01-21-2016

CGCC honorees gather in NYC annual g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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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作者 ： 黄晓敏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Cui Tiankai gives keynote speech to the
From left: Wu Xiaohui, chairman of Anbang Insurance Group which owns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Xu Chen, chairman of CGCC and president and CEO of Bank of China USA; Cui Tiankai, Chinese
Chinese New Year gala of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ambassador to the US; Stefan Selig, under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i Pin, president of Wanxiang America; and Kathryn Wylde, president and CEO of
(CGCC) at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on Tuesday. HONG XIAO / CHINA DAILY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enjoy a light moment at the gala. HONG XIAO / CHINA DAILY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Cui Tiankai chats with Stephen Orlins, president of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gala reception. CAI CHUNYING / CHINA DAILY

Kathleen Hochul, lieutenant governor of New York, speaks to the media at the
gala reception. JIANG HEZI / CHINA DAILY

Minister of Chinese Embassy Zhu Hong exchanges cards with William Mulrow, secretary
to New York’s governor, at the gala reception. CAI CHUNYING / CHINA DAILY

《彭博 ：中国经济未衰退 将迎最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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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Bloomberg, former New York mayor, receives Goodwill Ambassador for China-US Exchange award from ambassador Cui.

3

Stephen Ross, chairman and founder of Related Companies, receives The Most Inﬂuential Real Estate Person of the Year award
from Zhang Qiyue,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New York.

4

Wang Linyan, managing editor of China Daily USA, receives Outstanding Media Partner of the Year award from Yu Ming, general
manager o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New York Branch.

5

Dai Ming (left), president and CEO of International Vitamin Corporation, and Darcy Stacom, vice-chairman of CBRE, receive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Year awards from Zhu Hong, minister of the Chinese Embassy.

6

Bo Wei (right), US representative of Fosun International Ltd, receives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Year award from Zhou
Shanqing, commercial counselor of China’s Consulate General in New York.

7

Marissa Ma,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of China Merchants Bank New York Branch, receives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Year
award from Song Xiangyan,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for the Americas.

8

Zhang Tao (right), vice-president of 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America) Inc, receives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Year award from
Zhou Shanqing, commercial counselor of China’s Consulate General in New York.

9

Qu Guangci, founder of X+Q Art and renowned Chinese contemporary sculptor, receives Brand of the Year award from James
Simpson,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ransportation for New Jersey.

Ni Pin, president of Wanxiang America, receives The Most Inﬂuential Business Person of the Year award from US undersecretary
of commerce Stefan Selig.

viii

ix

Author 作者 ： 高梦梓

New Media, Internet

New Media, Internet

新媒体、网络

新媒体、网络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RC in New York (WeChat)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微信）

《动态 ：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 2016 年年会》
《美中商会年会举行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新型关系见诸点滴努力》
Time 时间 ： 01-20-2016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新型关系见诸点滴努力》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获“中美友好使者”奖》
Time 时间 ： 01-20-2016

Author 作者 ： 阮煜琳

Time 时间 ： 01-20-2016

Author 作者 ： 黄继汇 王乃水

x

xi

New Media, Internet
新媒体、网络

《美国中国总商会欢庆猴年晚宴（组图）》
Time 时间 ： 01-20-2016

Author 作者 ： 管黎明

《China's Anbang to Invest More in New
York After Waldorf Purchase》
Time 时间 ： 01-19-2016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2015 White Paper Launching

Broadcasting

Broadcasting

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

《华府观察 ：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 <2015 白皮书 >》
《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 2015 白皮书 ：
中国去年对美投资增幅超 60%》

《[ 朝闻天下 ] 美国 崔天凯 ：确保中美合作不可逆转》
Time 时间 ： 01-21-2016

Duration 时长 ： 0:50

Time 时间 ： 01-19-2016

xiv

Time 时间 ： 01-20-2016

Duration 时长 ： 07:45

《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 <2015 白皮书 >》
Time 时间 ： 01-20-2016

Duration 时长 ： 01:39

xv

Duration 时长 ： 02:18

Print

Print

报纸

报纸

《卖房预扣税 吓跑中资客》
《< 美国中国总商会 2015 白皮书 >
发布会在纽约举行》
Time 时间 ： 01-20-2016

《2015 年中国对美投资增幅逾 60%》
Time 时间 ： 01-20-2016

Time 时间 ： 01-20-2016

Page 版面 ： C2

Author 作者 ： 高梦梓

Author 作者 ： 章念生 李晓宏

Author 作者 ： 殷淼

《倪频 ：把对手变伙伴才是王道》
Time 时间 ： 01-20-2016

xvi

Page 版面 ： C2

xvii

Author 作者 ： 高梦梓

Print

New Media, Internet

报纸

新媒体、网络

《< 美国中国总商会 2015 白皮书 > 发布》
Time 时间 ： 01-21-2016

Page 版面 ： 2

Author 作者 ： 王心见

《报告称在美中企利润下降
“劳动成本太高”为最大挑战》

《报告显示中企投资美国越来越务实》
Time 时间 ： 01-20-2016

Time 时间 ： 01-20-2016

Author 作者 ： 王乃水 黄继汇

《美国中国总商会 发布年度白皮书》
Time 时间 ： 01-20-2016

xviii

Author 作者 ： 陈帆

xix

New Media, Internet
新媒体、网络

《美国成中企投资热土
但须谨防“水土不服”》
Time 时间 ： 01-20-2016

《报告显示 ：在美中资企业利率
水平正在下降》

《For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Weak
Yuan Spells More U.S. Business》

Time 时间 ： 01-21-2016

Time 时间 ： 01-19-2016

Author 作者 ： 李梦达

Author 作者 ： Bonnie Cao and Ye Xie

xx

翱翔萬里 賓至如歸
美國達美航空

每天六班直航航班由美國飛往北京，上海及中國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