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看点
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 2016 年新春媒体答谢会

2016 在美中资企业调查问卷
现已发布
欢迎会员企业踊跃参与
并有机会赢取大奖

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 2016 年第一季度常务理事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企业积极参与美国多地迎新春系列活动
活动预告 ：
时间 | 4 月 11 日
地点 | 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活动 | 中美知识产权对话及中国品牌走出去论坛

恭喜总商会会员登榜

“商业房地产金融最重要 50 人”
上榜常务理事企业
- 乔磊，中国银行美国分行
副行长，排名第 3
- Jeremo Sanzo， 中 国 工 商
银行执行董事及房地产金融
部部长，排名第 28

上榜联系会员企业
- ACORE Capital
- AIG
- Cushman & Wakefield
- JLL
- J.P. Morgan
- Metlife
- SL Green
- Starrwood
- Wells F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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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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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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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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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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The CGCC is the foremos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经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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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s,
and enhanc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U.S. business communities. The
CGCC’s extensive membership includes
numerous companies from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40 Fortune 500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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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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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 2016 年新春媒体答谢会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
长徐辰

总商会副会长、宝钢美洲有限公司
总裁叶萌

总商会常务理事、中兴通讯
美国公司总经理程立新

C-Bridge Capital Partners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CEO 芮 嗣 文（Peter
Reiseman）

新华通讯社北美分社副社长周效正

中新社美国分社社长彭伟祥

201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美国中国总
商会（总商会）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行了 2016
年新春媒体答谢会。40 余位媒体新闻工作者、
商业伙伴以及 20 余位总商会常务理事出席了答
谢会。
总商会常务理事对众多媒体伙伴在过去一年
宣传推广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所做出的努力表
示感谢，大家还就如何在当今时代加强媒体与企
业的相互了解与合作、提供更好的信息沟通平台
分享了心得与建议。
随后，新华通讯社北美分社副社长周效正和
中新社美国分社社长彭伟祥也代表广大的媒体新
闻工作者先后发表了讲话。周社长提到 ：
“新华
社北美分社与总商会拥有着相同的使命，宣扬在
美中资企业的积极形象和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
献。”
“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样，中国媒体也在走
出去。我们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彭社长说道。

中国电信美洲纽约办事处首席代表
兼中资企业部主任黄建为参会嘉宾
抽奖

在新的一年里，总商会将继续与媒体及其他
合作伙伴加强合作，组织更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活动，进一步推动中美经贸交流。
特别感谢赞助商岛屿资本集团、稀奇、四季
酒业以及中国电信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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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 2016 年第一季度常务理事会
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工作计划。
在过去一年的工作中，总商会在各项活动的举
办、规范财务和管理流程、完善会员服务、加强多
变交流合作以及企业调研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
刚刚结束的 2016 年年会更是扩大了总商会在中美
商界的影响力，得到了中美政府和各界商业团体的
肯定和赞扬。
在 2016 年上半年，总商会目前计划举行大型
活动两到三场，且保证在每月为会员企业提供富且
具有收获的活动。在下半年，总商会将把工作重心
放在举办行业委员会年会、加强建设与美国政府沟
通平台等方面。

201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美国中国总商
会 2016 年第一季度常务理事会会议在中国银行纽
约分行会议室召开。
总商会 49 名常务理事中，共有 41 名本人出席、
派代表出席、或电话参与。参会人数超过常务理事
总数的三分之二，符合法定人数要求。
在会上，总商会常务理事听取了 2015 年工作
总结及财务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包括 9 家普
通会员和 9 家联系会员的申请，并讨论了 2016 年

总商会基金会将在 2016 年继续支持“百万强”
中美文化教育夏令营以及各项中美文化交流活动，
同时也会加大调研投入和出版力度，包括在上半年
出版《2016 年在美中资企业商业环境调查报告》、
支持中美智库关于双向投资的研究项目等。
此外，该会议也汇报了总商会其他工作及项目
的进展情况。总商会已将 L1 签证改革的提案发往
中美政府相关部门，并会密切追踪该提案的进展情
况，及时向会员企业汇报相关信息。总商会工作团
队计划与每位会员建立系统的日常沟通机制，更好
地了解会员需求。同时也提议邀请美国当地资深政、
商界人士加入总商会顾问团队，为总商会会员与社
会各界提供更有效的对话渠道。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企业积极参与美国多地迎新春系列活动

总商会会员企业参加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
中国春节开市敲钟仪式
2016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为庆祝中国猴年
春节的到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美国纳斯达克
OMX 集团联合举办开市敲钟仪式。中国驻纽约总
领事章启月在纽约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为当日股市
敲响开市钟。
当天上午 9:30 分，在现场热烈的倒数声中，章
启月按下电子按钮，敲响纳斯达克开市钟。开市钟
敲响后，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
巨型电子屏幕显示“新年快乐”的中英文图片并播
放猴年新春贺岁视频，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同
分享中国春节的喜庆气氛。
参加该敲钟仪式的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企业有 ：中
国银行纽约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海航
集团北美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纽约营业部、中国太平保险等。

总商会会员企业支持纽约爱乐乐团中国新
年音乐会
纽约爱乐乐团 2 月 9 日晚在林肯中心举办盛大
音乐会，欢庆中国农历新年。这是纽约爱乐乐团连
续第五年举办中国新年庆典，中国著名指挥家余隆
第五次登台指挥。该活动也是中国文化部主办的“欢
乐春节”活动的重要内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
席音乐会并发表热情致辞，向观众们致以农历新年
的祝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中国驻
纽约总领事章启月出席音乐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中国银行以及海航集团北
美有限公司等赞助支持了本次活动。

（图片来源 ：人民网，星岛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

总商会会员企业参加皇后区中国新年花车
游行
2 月 13 日上午，一年一度的纽约法拉盛新春
花车大游行隆重登场，纽约州州长库谟参加了游行。
数以万计的纽约各界民众冒着严寒观看游行，挤爆
法拉盛街头，盛况空前。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企业赞助了花车游行，他
们包括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纽约办事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纽约营业部、中兴通讯
美国公司、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大都会人寿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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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答谢会活动现场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成功举办客户答谢会
（来源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金猴贺岁喜迎春 万众同乐庆丰年”，2016 年
2 月 18 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举办了新春客户答谢
会，邀请美国主流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共计两百余
名嘉宾欢聚一堂，共庆中国农历新年。
活动当晚，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
国地区行长徐辰首先致辞，感谢各界嘉宾对纽行的
大力支持。随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经商参赞周
善青、纽约州政府商务厅厅长 Howard Zemsky、
纽 行 客 户 代 表 SL Green Corporation 首 席 执 行
官 Marc Holiday、Loop Capital 首席执行官 Jim
Reynolds 先后为活动致辞，充分肯定了中国银行
在促进中美经贸往来，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等领域
所做的贡献。中国古筝秦派传人及外国歌唱团在当
晚也表演了精彩的中国民乐节目，推广了中国传统
文化，并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Jeremo Sanzo，中国工商银行执行董事及房地
产金融部部长，排名第 28
Sanzo 先生与 2015 年 1 月加盟中国工商银行
并任职执行董事及房地产金融部部长，受任在纽约
开发一个商务房地产集团。Commercial Observer
从 Sanzo 先生那里获知工行纽约分行与最大的顶级
北美发展商与中国投资人一起合作在全美资助 A 级
房地产项目。
Sanzo 先生说在一个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工作
是一个享受，在纽约大学 Schack 房地产学院教书
也是同样。“与年轻人和学生一起工作让我保持年
轻”，这个领导着他的团队在 2015 年签署总额高大
25 亿美元新项目的人如是说到。这些新项目中有与

RFR Realty，中国万科和中国信达合作给 100 East
53rd Street 公寓项目的 3 亿 6 千万美元贷款 ；一
个用 Sotheby 在 1334 York Avenue 的总部大楼
抵押的 3 亿余美元的 7 年贷款（工行与 HSBC 合作
达成的）；以及一个与跨富地产和上海建工集团合作
的 2 亿美元贷款，用来把 West 42 街上的 MiMA
大楼转成公寓。
Sanzo 先生还说 ：
“这是一个国际投资的很有
意思的时期，我身在其中感到非常荣幸。”
另 四 家 CGCC 成 员 上 榜 公 司 分 别 为 J.P.
Morgan，Metlife，Wells Fargo, SL Green,
Starr wood，JLL，AIG, ACORE Capital 和
Cushman & Wakefield 。完整的名单如下 ：

本次答谢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纽约分行
与客户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新的一年，纽约分行
将继续秉承“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理念，
深耕美国金融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优质、多
元化的服务。

恭喜总商会会员登榜“商业房地产金融最重要 50 人”
（来源 ：Commercial Observer）

2016 年 3 月， 美 国 房 地 产 业 的 权 威 媒 体
Commercial Observer 发表了 2016 年度的“商业
房地产金融最重要 50 人”排行榜。登榜人皆在美
国房地产市场长期活跃。他们分别来自六所 CGCC
会员企业，其中两所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四所为美
国企业。美国房地产业事中国对美国投资的一个
至关重要的板块。CGCC 诚挚祝贺登榜人赢得此荣
耀。

乔磊，中国银行美国分行副行长，排名第 3
2014 年，乔行长说中国银行在专注于大型的
住房用房地产交易。但在 2015 年，中行最大的几
笔交易都是商业的。原因在于中行的客户也都在做
类似的商业房地产。
乔行长说 ：
“我们大多都是根据客户关系来选择
交易项目的，我们是一个由客户关系来带动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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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地产类别可以是住房用的，商业的，或者
是办公的。”
中国银行的商业房地产分支 2015 年的交易额
高达 50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 至 30 亿美元。
中行和德意志银行合作发起了一个 15 亿美元
的建筑贷款，借给 The Related Companies 在曼
哈顿西侧哈德逊码的商店与餐厅开发项目。这个
贷款是 2015 年最大的贷款项目之一。中行还用一
个近 1 亿 7 千万美元的抵押贷款融资了 The Eretz
Group 在 295 Madison Ave 的 45 层办公楼。
中行也在曼哈顿外展露手脚。中行与 SL Green
Realty Corp. 合作发起了一个逾 4 亿美元的资本重
组贷款，借给布鲁克林市的 Industry City。其中 2
亿 2 千万美元与 2015 年 12 月份简述协议时已经
提供完，剩余的 1 亿 8 千多万会与 Industry City
的出租情况同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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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Alan Wiener

Title and Company
Group Head of Wells Fargo Multifamily Capital

Michael Nash, Stephen
Plavin, Jonathan Pollack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and Global Chairman of Blackstone
Real Estate Debt Strategies;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and CEO
of Blackstone Mortgage Trust;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and
Global Head of Blackstone Real Estate Debt Strategies

Raymond Qiao
Ralph Herzka and Aaron
Birnbaum
Roy March, Doug Harmon
and Adam Spies

Vice President at Bank of China
Chairman and CEO;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t Meridian Capital
Group
CEO;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at
Eastdil Secured
East Region Real Estate Executiv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Steve Kenny and Brad Dubeck Banking Executive for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at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Sen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Lending Officer; First
James Carpenter and John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Administrative & Senior Lending
Adams
Officer at New York Community Bank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Commercial Real
George Klett
Estate Committee at Signature Bank
Head of Global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t Deutsche Bank; Head
Matt Borstein and Ed Adler
of U.S. Origination, Underwriting and Asset Management at
Deutsche Bank
Managing Director and Global Head of Commercial Mortgages at
Brian Baker
J.P. Morgan Securities
Head of Real Estate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Head of Real
Robert Merck and Gary Otten
Estate Debt Strategies at MetLife
Gino Martocci and Pet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Regional President of New York City and
D’Arcy
Long Island at M&T Bank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Real Estate Capital Markets;
Doug Mazer and Kara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 Capital
McShane
Markets and Finance at Wells Fargo
Michael Lehrman and
Co-CEOs and Co-Founders at CCRE
Anthony Orso
David Schonbraun
Co-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SL Green Realty Corp.
David Lehman
Global Head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t Goldman Sachs
President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Starwood Property Trust;
Jeffrey DiModica and Barry
Chairman and CEO of Starwood Capital Group and Starwood
Sternlicht
Property Trust
Managing Director and Global Head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
James Flaum
Lending at Morgan Stanley
Paul Vanderslice
Co-Head of U.S. CMBS at Citigroup
Janet Yellen and Daniel
Chair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Governor of the United States
Tarullo
Federal Reserve System
Jeffery Hayward and Michel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Multifamily;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Evans
Multifamily COO at Fannie Mae
David Brickman and John
Cannon

23

Chad Tredway and Greg
Reimers

24

Greta Guggen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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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Multifamily Business;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and Marketing at Freddie Mac
Head of Commercial Term Lending East; Managing Director and
Northeast Regional Manager of Real Estate Banking at J.P.
Morgan Chase
CEO of TPG Real Estate Finance Trust

Name

Rank

Title and Company

25

Peter Nicoletti; Aaron Appel; Executive Managing Director; Managing Director; Managing
Dustin Stolly; Keith Kurland Direct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t JLL

26

David Durning

President and CEO of Prudential Mortgage Capital Company

27

Larry Kravetz

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CMBS Finance at Barclays Capital

28

Jerome Sanzo

29

Robert Verrone and
Christopher Herron

Executive Director, Head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CBC)
Principal; Managing Director at Iron Hound Management
Company

30

Jeff Fastov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at Square Mile Capital Management

31

Greg Murphy

32

Douglas Tymins

33

Gregg Gerken and Roy Chin

34

Matt Galligan

35

Mark Talgo

36

Rick Lyon and Ben Stacks

37

Simon Ziff, Patrick Hanlon
and Russ Schildkraut

38

Thomas Hyland and David
Aloise

41

Warren de Haan, Boyd
Fellows, Chris Tokarski and
Stew Ward
Mike Tepedino and Michael
Gigliotti
Christopher LaBianca

42

Steven Kohn

43

Josh Zegen

39
40

44
45
46
47
48
49
50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mericas at
Natixis Real Estate Capital
President and CEO of AIG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Head of U.S.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ending; Regional Director for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t TD
Bank
President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t CIT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New York Life Real Estate
Investor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Head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
Market Manager for Greater New York Commercial Real Estate
Banking at Capital One
President; Principal; and Principal at Ackman-Ziff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New York Market Manag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Regional Executive at PNC Real Estate
Managing Directors at ACORE Capital
Executive Managing Director; Executive Director at HFF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Originations at UBS
President of Cushman & Wakefield Equity, Debt & Structured
Finance
Managing Principal and Co-Founder of Madison Realty Capital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National Manager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t U.S. Bank
Gary Magnuson and Patrick Head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 Finance; Managing Director of
Burns
Institutional Real Estate at Citizens Bank
Willy Walker
Chairman and CEO at Walker & Dunlop
Matthew Downs and Herbert Senior Regional Manag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Ullico’s Real
Kolben
Estate Investment Group
Brian Harris and Michael
Co-Founder and CEO; President at Ladder Capital
Mazze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Lending Officer; Senior Vice
Daniel Harris and Kirk Lloyd
President at Dime Savings Bank of Williamsburgh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t Credit
Mark Brown
Suisse
Rex R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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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全球第一 中远中海合并大而能强？

最为复杂的重组交易。中国远洋海运董事长许立荣
直言，此次重组最主要的难点在于顶层设计，包括
核心业务架构、组织架构的确定等。

（文字来源 ：网易财经 ；图片来源 ：Courier Trackings）

重组前的中远集团、中国海运分别控股 5 家和
3 家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整合的重点为中国远洋、
中远太平洋、中海发展和中海集运 4 家上市公司，
主要通过实施 74 项资产交易，交易金额约 600 亿元，
涉及员工 3.8 万人，通过重组整合，将打造集装箱
航运、港口码头、油气运输以及以租赁业务为核心
的综合航运金融的四大专业化集群。

航运市场持续多年的低迷让中国航运业的两大
巨头不得不选择抱团取暖。
2 月 18 日，中远集团、中国海运集团重组整合
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远洋海运）
在上海宣告成立。两家央企合并之后的新集团总资
产规模达到 6100 亿元人民币，员工 11.8 万人，在
体量上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航运集团。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远中海合并是形势所迫。
航运业持续低迷，在过去一年全球航运市场的疲软
程度超出预期，“运价降无可降”，连国际航运业巨
头马士基业绩都惨遭下滑。
一直以来，中远中海都因连年巨亏而被质疑“大
而不强“，如今，合并之后的公司仅仅是规模的提
升能否扭转亏损？在航运业整体低迷时期，庞大体
量的资产和复杂的业务板块如何协调优化？这些问
题将成为摆在新成立的中国远洋海运面前的挑战。

整合时间表敲定
“集装箱业务板块的整合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两
家已经开始合署办公了，一个月的磨合，3 月底就
要宣布正式挂牌。”
“在航运业低迷时期，规模大并不能带来盈利，
合并以后的成效要看接下来效率有没有提高，服务
有没有提升，航线有没有优化，成本有没有降低。”

规模整合
2 月 18 日，中国远洋海运在上海挂牌成立。在
此前的 2016 年 1 月 4 日，已经公布了集团主要领
导配备：许立荣任董事长、党组书记；万敏任总经理。
许立荣为原中海集团董事长，万敏为原中远集团总
经理。

资料显示，集团经营船队综合运力 8532 万载
重吨、1114 艘船，排名世界第一。其中，集装箱
船队规模 158 万 TEU，居世界第四，主要由中国远
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远洋”）专业
经营 ；干散货自有船队运力 3352 万载重吨、365
艘船，主要由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中
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专业经营，居世界第一 ；油轮
船队运力 1785 万载重吨、120 艘船，主要由中海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经营，居世界第一 ；杂货特
种船队 300 万载重吨，也居世界第一。
此外，集团在全球集装箱码头将超过 46 个，
泊位数超过 190 个，集装箱吞吐量 9000 万 TEU，
居世界第二。全球船舶燃料销量超过 2500 万吨，
居世界第一。集装箱租赁规模超过 270 万 TEU，居
世界第三。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接单规模以及船舶代
理业务也稳居世界前列。
许立荣表示 ：
“因为全球 70% 的集装箱生成量
在亚洲，其中的 70% 在中国，但全球大部分运力
则被西半球三大班轮公司控制。此次重组，必然将
增强我们在全球航运市场的话语权，是东半球对西
半球的平衡。”

“中远中海合并是做加法，从合并重组来看，规
许立荣在新集团成立仪式上表示，原来中远、 模上做到了新的高度。”一位在中国远洋海运的内部
中海两家企业在国际上并不具备规模优势，业务资
人士就两家公司的合并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评价称，
源同质化严重。重组后，两家企业重新架构全球航 “但是在航运业低迷时期，规模大并不能带来盈利，
运物流产业链的业务分工、价值创造和分配格局， 合并以后的成效要看接下来效率有没有提高，服务
实现企业经营规模化。
有没有提升，航线有没有优化，成本有没有降低。”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官网介绍，“当前，集团正致
“原来中远总部的经营管理部门人员已经搬到了
力于巩固和发展全球第一大综合航运企业。”航运产
上海，只有共享中心下面还有两个部门在北京，以
业集群是集团的核心产业集群，包括集装箱运输、 及集团驻北京的办事处。”中国远洋海运内部人士告
干散货运输、油气运输、客轮运输以及码头运营等
诉记者。
业务。
成立于 1961 年的中远集团业务全面，核心竞
从规模来看，合并后的中国远洋海运称得上是
争力是干散货运输，其干散货运力排名全球第三。
名副其实的“巨无霸”，总资产达到 6100 亿元人民
而成立于 1997 年的中海集团，集装箱运输是其主
币，员工 11.8 万人，运营规模将实现 4 个世界第一、 要业务，近年才发展干散货运输、油运等。
6 个“世界前列”。
中远、中海的重组方案堪称资本市场有史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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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前公告，中国远洋租入并经营中海集运集
装箱船舶和集装箱，并收购中海集运经营网络，成
为集装箱航运服务供应链上市平台 ；中远太平洋收
购中海集团和中海集运持有的码头资产，成为专注
于全球码头业务的上市平台。中海集运将成为综合
航运金融服务上市平台，中海发展将成为专注于油
品运输业务、LNG 运输业务的油气运输上市平台。
许立荣透露了具体业务的整合推进时间，今年
3 月，班轮公司整合基本完成，4 月、5 月，散货、
油轮业务全部实现重组，下半年将对物流和工业进
行进一步重组，今年内将完成原有的两大集团相同
业务板块的重组，提升整体竞争力。
“集装箱业务板块的整合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两
家已经开始合署办公了，一个月的磨合，3 月底就
要宣布正式挂牌。”中国远洋海运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不过，在他看来，这么短的时间，能做的只是总部
业务板块和人员的整合，具体到下面子公司的整合
还远未结束。
整个行业的不景气导致了企业和联盟之间的并
购重组，但是真正重振业绩的动力恐怕还在于提升
管理水平，控制成本，而不在于规模多大。图为位
于上海黄浦江畔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总部大楼。

“加法”之后要“减法”
“最大的原因是供需不平衡，运力过剩。而行业
的集中度不够，只有 40%，远不能阻止运价下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航运业持续多年低
迷。作为参考的航运业晴雨表 BDI（波罗的海干散
货指数）一路狂泄，从 2008 年 5 月最高点 11793
点跌到目前当前的 318 点，跌去了近 98%。进入
2016 年，BDI 指数连跌，不断刷新历史新低，已不
及去年同期的一半。
在严峻形势之下，中远和中海近年来的经营业
绩都出现连续亏损。中远 2011 年、2012 年连续两
年巨亏百亿，一度成为 A 股的“亏损王”。2015 年
的形势更不容乐观，中远和中海运 2015 年前三季

度的业绩，扣除拆船补贴等非经常性损益后，中远
亏损 38.14 亿元，同比 2014 年翻了一倍，而中海
集运去年前三季度亏损 10.34 亿元，由盈转亏。从
市场来看，2015 年第四季度的暴跌或将给两家公
司带来更惨重的亏损。
“几千公里的运价，跌到了每个标准集装箱只有
25 美元，运价跌无可跌，失去了竞争的意义，所以
出现了企业和联盟之间的并购重组。”马士基（中国）
航运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丁泽娟对记者悲观表示。
马士基集团在 2 月 10 日发布了 2015 年全年
财报。由于航运市场疲软，尤其在 2015 年下半年，
集装箱运价严重下滑，尽管燃油价格较低、美元升
值及公司采取多种提高成本效率的措施，马士基航
运实际利润下滑至 13 亿美元（2014 年同期为 22
亿美元）。
“前三季度业务都还好，第四季度很糟糕。”2015
年航运市场极度恶化，与 2014 年相比，马士基航
运 2015 年的平均运价降低了 16%。尤其是第四季
度，运价暴跌，马士基该季度出现净亏损 1.65 亿美
元。
与中远中海合并“做加法”不同，国际航运巨
头马士基并不认为规模能够抵挡寒冬。“最大的原因
是供需不平衡，运力过剩。而行业的集中度不够，
只有 40%，远不能阻止运价下跌。”丁泽娟认为。
应对危急，马士基的做法是“做减法”，具体措
施包括 ：精简机构，调整运力，取消航线航次等。
据记者了解，马士基航运去年底提出计划，2 年内
裁员 4000 人，今年 2 月初宣布了重大机构调整方案：
原有的亚太区（东南亚、澳新）和北亚区（大中华、
日韩）合并为新的亚太业务区域，总部设立在香港，
其全球业务板块缩减至 7 个。
即便如此，丁泽娟对于 2016 年的预计仍然悲
观，马士基航运 2016 年的实际利润或将显著低于
2015 年。她强调，航运企业应该更加关注在供求
之间寻求平衡，“我们是世界第一大的船公司，但是
我们不能为了大而大”。
“2016 年，从现在来看，无论是干散货和集装
箱还是延续 15 年的低迷趋势。从运力来说，全球
干散货到 2015 年底过剩运力达到 1400 艘，集装
箱过剩几乎达到三分之一。运力无法消化，矛盾非
常突出，加上全球贸易量也呈现下降趋势，传导到
船运市场，货运量减少，运价不可能在短期内反弹。”
上述航运业相关人士对记者分析称，“中远中海之前
有重叠的航线，两家合并以后，这些航线也会合并，
减少运力投放，闲置船舶，以提高仓位利用率，降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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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拟 60 亿美元收购美国英迈 中企爆买热度不减

（文字来源 ：腾讯财经 ；图片来源 ：Building Design）

（来源 ：新浪财经）

海航集团日前宣布拟以 60 亿美元收购美国 IT
产品服务分销商英迈（Ingram Micro）
，具体的收
购协议由海航旗下天津天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达成，
这是迄今中国企业收购美国 IT 公司最高金额纪录。
这是中国企业全球“爆买”的又一例证。
在海航宣布这单大手笔收购前两天，均胜电子
15 日表示将定增募资超过 86 亿元，用于合并及增
资美国 KSS 公司以及收购 TS 道恩的汽车信息板块
业务，昆仑万维也称联合奇虎 360 组团收购在挪威
上市的浏览器厂商 Opera。再往前看，中国化工集
团与瑞士农业公司先正达（Syngenta Ag）达成了
430 亿美元的收购协议，海尔集团以 54 亿美元收
购通用电气（GE）旗下家电业务。
从数据上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潮由去年延
续至今。彭博的数据显示，2016 年 1 月以来，中
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达 708 亿美元，已经超过
去年全年交易金额的一半。据汤森路透数据，今年
以来，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规模已占全球跨境并购规
模的 47%。英国《金融时报》称，今年以来全球规
模最大的五笔跨境收购中，其中四笔涉及中国企业
竞购美国和欧洲资产，这些资产总价值达 617 亿美
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由单纯地收购自然资源企业
迈向高端制造业、IT 业以及服务业，是当前中国经
济谋求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显性特征。中国对外
开放不断走向深入，这既包括中国打开大门吸引外
资，也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投资，这是一国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的事情，也是企业要
发展壮大必然进行的事情。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的一篇文章说，购买欧美技术、品牌，推动中国工
业升级，保证 14 亿人口的粮食供应，是中国企业
实现海外抱负的主要动力。在 2015 年 9 月举行的
夏季达沃斯峰会上，海航董事长陈峰表示，中国必
须走出去，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走出去，因为这个时

万科 1.16 亿美元参购纽约房产

代就是全球经济相融合的时代。
近几年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热潮，有以下几个
特点 ：一是科技领域的大型并购显著增长。据统计，
2013 年至 2015 年科技信息领域中国企业进行海外
并购的数量分别为 20 起、54 起和 60 起，并购金
额分别为 36.88 亿元、584.08 亿元以及 422.33 亿
元。其次，中国企业海外“爆买”，付出的并购溢价
较高。海航集团旗下天海投资是以每股 38.9 美元的
价格对英迈进行全现金收购的，这一价格比英迈当
日收盘价高出 31%。此前，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竞
购美国飞兆半导体公司时，报价也高于对手安森美。
三是被其他国家监管部门以国家安全、涉嫌垄断等
理由叫停的风险也在上升。
据报道，德勤中国财务咨询服务华东区主管
唐萌光和普华永道中国企业融资部主管黄耀认为，
2016 年更多的并购交易可能发生在高技术行业。
“沿
着中国的大方向走，借力国家政策，这是很主流的，
今年还可以持续，”唐称。此外，保险等金融服务业
以及食品业和包括酒店、影院在内的休闲业，也将
是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热点。
在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承慧律师看来，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需要注意收购目标公司所
在国家是否存在政治风险、政府审批的风险、工会
和雇员反对收购的风险以及交易本身所隐含的商业
风险，包括目标公司是否存在任何诉讼和争议导致
收购完成后的减值、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或原来
技术许可失效的风险、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后的合
同解除风险、是否存在商业贿赂等反腐败风险等。
唐承慧还建议，考虑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可以聘请
专业的财务顾问、税务顾问、法律顾问、人力资源
顾问和公共顾问等第三方咨询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咨询服务，以便减小并购当中存在的风险，确
保海外并购的成功进行。

北京时间 2 月 29 日上午消息，据市场观察网
站报道，一家风投机构日前宣布收购纽约下东区的
一块大楼，该风投机构成员中出现了中国最激进地
产投资者——万科集团的身影。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消费者对于房地产投资的热情并未因本国经济
减速发展而减弱。
万 科 集 团 美 国 分 公 司 联 合 Slate 地 产 集 团、
Adam America 地产公司共同出资 1.16 亿美元购
买了下纽约市东区 Rivington 街 45 号的大楼。根
据 Slate 地产集团联合创始人马丁 - 努兹堡（Martin
Nussbaum）透露，收购方计划将这座有着 118 年
年历史的大楼改造成豪华公寓楼。大楼建成伊始原
本是一家英语学校，由 Charles B.J. Snyder 设计。
万科集团是中国国内头号房地产开发企业，其
于 2012 年在纽约开设办事机构，自那以后万科就
一直活跃在纽约和旧金山的地产收购开发市场。万
科和其他美国地产商合作在纽约的其他开发项目包
括一处位于 Lexington 大道 610 号的项目，万科计
划在此建设一座拥有 61 间房间的公寓大楼。
万科控股美国公司总经理 Kai-Yan Lee 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
“万科在美国市场的策略是同本地
地产商进行合作。我们在美国寻找的合作伙伴都拥
有良好的业绩以及地产项目运营能力。”

比亚迪再获美国 85 辆电动巴士订单
（来源 ：新华社 ；图片来源 ：中国客车网）

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美国加州羚羊谷交通运
输局在兰卡斯特宣布，订购 85 辆中国比亚迪电动
巴士，以发展纯电动公交运输城市计划。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出席了当日的发布
会活动。
这是比亚迪电动大巴在去年获得美国加州长滩
市 60 辆订单后的又一笔集中大批量订单。王传福
表示，这 85 辆电动巴士的订单进一步证明了美国
市场对比亚迪产品的认可，也进一步增强了比亚迪
在美国的发展信心。据了解，这些电动巴士充满电
后可以连续行驶 250 公里。
对于下一步在美国的发展计划，王传福表示，
两年前比亚迪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曾经受到过怀疑，
经过两年的试验，比亚迪用数据证明了中国产品的
可靠性。这些产品技术填补了美国电动大巴技术的
空白。比亚迪在兰卡斯特开设的工厂还为当地解决
了部分就业问题，为节能减排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做
出了贡献。
王传福认为电动大巴未来三年在美国将有高速
发展，有非常大的需求。比亚迪与中国产品在这方
面已经走在了实现梦想的路上。王传福表示比亚迪
将进一步把产品做好，通过产品改变世界，通过技
术做到产业报国，“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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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终于参战！旗下首款笔电 MateBook 发布
（来源 ：搜狐）

阿里巴巴入股团购鼻祖 Groupon 全球化提速
（来源 ：每经网）

正如人们所期待的，在今年的 MWC 大会上，华为正式
发布了旗下第一款笔记本电脑 MateBook，打响了进入笔电
市场的第一战。

阿里巴巴集团全球化进程正不断加速，继在春节期
间入股韩国最大娱乐公司 SM 后，又披露了已入股全球
团购鼻祖 Groupon。

华为 MateBook 搭载 Windows 10 系统，采用英特尔
第六代的酷睿 M 处理器，能够完成休闲、办公这些一般便携
使用的需求。

阿里巴巴集团在上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的监管文件显示，截至 2015 年底，阿里巴
巴持有 Groupon3300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达到 5.6%。
由此，阿里巴巴成为 Groupon 的第四大股东。受此影
响，本周二阿里巴巴集团和 Groupon 的股价均大幅上
涨。 其 中，Groupon 报 收 4.08 美 元， 上 涨 41.18% ；
阿里巴巴股价报收 66.29 美元，上涨 8.87%。

作 为 二 合 一 笔 记 本 电 脑，MateBook 的 屏 幕 部 分 可
以 和 键 盘 部 分 分 离。 它 的 屏 幕 尺 寸 为 12 英 寸， 分 辨 率
2160×1440，并拥有 NTSC 85% 的色域饱和度和 160 度超
宽可视角度。其整个机身重量仅为 640g，厚度 6.9mm。平
板模式下，它便携性当然更强了。
现在笔已经成为了笔电市场里的时髦，MateBook 配备
是所谓的华为 MatePen，号称 2048 级灵敏度，毫无延迟。
笔身的键位可以实现幻灯片翻页和激光笔功能。
续航方面，华为 MateBook 能支撑 10 小时正常办公，9
小时连续视频播放和 29 小时音乐播放。MatePen 一小时充
电则能使用 1 个月时间。
华为 MateBook 拥有多个配置可选，处理器方面有酷睿
M3/M5/M7， 固 态 硬 盘 则 有 128GB/256GB/512GB 三 种，
内存两个选项分别为 4GB 和 8GB。价位从 699 美元到 1799
美元不等。
电视之家 (www.tvhome.com)- 智能家庭娱乐第一生态
媒体。是以影视、智能应用、游戏等泛娱乐内容为核心的智
能产品垂直媒体，关注领域包含智能电视与机顶盒、智能投影、
电视游戏主机、VR 设备等前沿智能产品。媒体功能包含，行
业资讯、导购、评测、教学攻略、产品详情、专访、积分商
城等诸多优质板块。同时电视之家与旗下智能电视游戏垂直
媒体 - 大玩网组成生态关联，为用户提供硬件与内容，内容到
硬件的一站式服务。

华为与莱卡达成合作 提高手机成像技术
（文字来源 ：网易科技 ；图片来源 ：tecno affinity）

网易科技讯 2 月 25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
中国电信行业巨头华为日前宣布与德国相机制造商
莱卡达成合作关系，将提高其移动设备的摄像技术。
对于此次合作，报道称之为“追求卓越的精神
共享、技术和摄影品牌的长期结合。通过精湛的工
艺水平、精细的工程制造以及合作共赢的精神追求，
打造智能手机摄影强者。”
目前尚不清楚二者将采取何种合作方式。华为
并不是第一家与莱卡合作的手机厂商。之前松下曾
与莱卡合作推出 CM1 摄影手机，其手机上具有莱
卡标志的小红点。作为相机知名品牌，华为与莱卡
的合作或将在国内市场对消费者产生更大影响。
若二者合作不是表面工程，那么此次合作将会
促进华为手机的成像技术。与此同时，也有利于拓
宽莱卡在消费者中的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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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除去 Groupon 之外，
阿里巴巴集团目前还持有美国网络零售商 Jet.com，增
强现实公司 Magic Leap 以及打车应用 Lyft 等公司的股
份。
互联网资深观察家、速途网副总编丁道师分析称，
“不仅仅是投资 Groupon，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阿里巴巴
集团已经投资大概十起以上美国或者欧美国家的电商企
业，大部分投资金额并非小数目，可谓是一系列的投资。”

Groupon 具有可拓展性
尽管 Groupon 股价大幅上涨，但过去 12 个月时间
里下跌了 49%。Groupon CEO 里奇 · 威廉姆斯在上周
五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Groupon 股票遭到了低估。
或许正是业绩低迷，股票被低估的 Groupon 给了
阿里巴巴集团一个出手的机会。自上市以来，Groupon 一直都面临着难以刺激业绩增长和实现盈利的困
境。2015 年 11 月，新上任的里奇 · 威廉姆斯就试图带
领公司实现走出困境。据悉，为精简公司的国际业务，
Groupon 已经退出了 17 个国家的市场，目前在 28 个
国家继续开展业务。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就在阿里巴巴集团披
露上述持股信息的一天前，Groupon 刚刚公布了 2015
财年第四季度财报，得益于北美业务增长的推动，公司
第四季度的业绩超出了市场预期，实现营收 9.172 亿美
元，较上年同期的 8.832 亿美元增长 4%。
对于投资 Groupon 的原因，阿里巴巴集团公司事
务专家易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
“阿
里巴巴对于互联网企业拥抱线下是非常有兴趣和热情
的，未来主要的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去帮助线下
的企业。”
易明称，Groupon 是美国的 O2O 鼻祖，也是团购
鼻祖，是第一家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去帮助线下做生意或
是交流的企业。尽管目前中国在 O2O 领域已经非常领
先了，但仍然想从美国学习经验，这是阿里巴巴集团投
资的主要目的。
“美国对 O2O 的接受程度很低，这是 Groupon 一
直被低估的原因。”易明表示，阿里巴巴在 O2O 上已有
很多不同的布局，口碑主要是餐饮，与银泰的合作是把
商场数字化，与苏宁的合作则是如何把门店数字化。

在互联网商业模式分析师郝智伟看来，阿里应该
是看重 Groupon 团购的可拓展性，阿里巴巴集团成为
Groupon 的股东也是国际化的一步，借其更广泛的欧
美分支机构，落子发达国家市场，开发跨境 B2C 业务，
另外也可复制自己做聚划算的大数据经验给 Groupon，
因地制宜地为其提供发展动力，同时也可能将原本美团
在垂直纵深拓展的经验带到国外。

以 O2O 推动国际化
丁道师认为，尽管 Groupon 靠团购起家，但如今
也在积极转型，只是没有美团转型得快，转型得好而已。
即便如此，Groupon 的基础仍在，影响力也在，阿里
巴巴集团入股后可帮助它。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口碑与 Groupon 的 业 务 非 常 类 似。2015 年 6 月 23 日 口 碑 复 活，
口碑是阿里巴巴集团和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各出资 30 亿
元成立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公司，集合了包括超市、餐
厅等线下资源。
尽管阿里巴巴集团此前也投资了美团，但就在今年
1 月 19 日，合并后的新美大完成了 33 亿美元的新一轮
融资，阿里巴巴集团未出现在这轮融资中。随后，阿里
巴巴集团公布了 2015 年第四季度业绩，并首次公布了
口碑的业绩。据财报披露，第四季度口碑交易金额达到
158 亿元人民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曾在电话会
议上表示，阿里巴巴尚未抛售美团股份，但退出只是时
间问题，“公司对美团的财务投资非常成功，但是基于
更好资源配置的目的，我们会增加对口碑资源的投入，
退出美团也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在业界看来，阿里巴巴集团并不缺乏 O2O 平台的
雏形，在该领域不断发力，无论是曾与大众点评厮杀的
美团，还是之后亲养的口碑，以 O2O 业务去推动国际
化或是阿里巴巴集团未来重要的一个方向。
“巨头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只做一个企业风险会
很大，口碑也好，Groupon 也罢，于阿里巴巴集团而
言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丁道师表示。
毋庸置疑的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口碑，还将与
腾讯入股的新美大，百度旗下的糯米，一起去争夺未来
的 O2O 市场。
不过，据易明对记者的说法，如果有一天口碑和支
付宝全球化积累非常快，阿里巴巴的全球化也非常迅
速，还会探索这样的可能性 ：即接入 Groupon 系统，
和 Groupon 进行合作去做一些拓展。但他同时强调，
Groupon 目前在美国仍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
郝 智 伟 认 为， 上 述 做 法 完 全 可 行， 口 碑 可 以 做
Groupon 用户的中国版接口，支付宝也是这样，就像
滴滴和它投资的美国友商那样，互相接驳用户的跨国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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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布局工业 4.0 高科技汽车玻璃正不断销往全球
（文字来源 ：人民网 ；图片来源 ：中国财经图库）

你可能很难想象，汽车玻璃也有高科技，抬头
可视汽车玻璃让司机不用再低头看仪表盘，隔音玻
璃可将车内噪音降低 5~10 分贝，无极调光功能可
让边窗的透明度自由变化……福耀生产的这些高科
技汽车玻璃正不断销往全球。
当下供给侧改革成为热门词汇，总部位于福州
福清的福耀集团走在了前面，他们针对工业 4.0 时
代高效率推出高度柔性化生产，同一条生产线上可
以实现数十种不同汽车玻璃随时切换生产，还让看
似简单的汽车玻璃变为超出想象的智能产品。
在刚刚过去 2015 年底，福布斯中文网公布了
“新制造先锋”榜单，推选 14 位代表和引领中国未
来制造力量的商业人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是
唯一获评的汽车和零部件行业代表。同时入选的有
宗庆后、张瑞敏等人。

中兴冠名 NBA 骑士队首个中国新年赛
（文字来源 ：新浪财经 ；图片来源 ：businesswire，芝加哥中文网）

2016 年 2 月 8 日大年初一，中兴通讯携手克利
夫兰骑士队在其主场举办了 NBA 中国新年赛。这是
NBA 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企业赞助的庆祝新年活动。现
场的舞龙、顶碗杂技、身着旗袍的篮球宝贝让观众
们 感 到 浓 浓 的 中 国 年 味 儿。 中 兴 通 讯 (15.28, 0.26,
1.73%) 美国 CEO 程立新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将中国文化带入美国，“不仅获得美国人的钱包，还要
获得美国人的心。”
自 2013 年以来，中兴通讯先后与火箭队、勇士队、
尼克斯队、公牛队及骑士队合作，希望通过这些最受
关注的、连接中美观众桥梁的球队打入美国本土市场。
这一体育战略收效显著，上个赛季中兴通讯品牌知名
度较去年同期增长 34%，现在将很快增长到 40%。
而作为 NBA 全球曝光率最高的球队之一，克利
夫兰骑士队则希望通过与中兴这一国际化企业的合作，
增加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中兴和骑士队双方共同表示，
彼此是拥有相同理念且致力于反馈社会的绝佳合作伙
伴。
现场活动上，骑士队的 CEO Len Komorski 还表
示，目前骑士队、勒布朗 - 詹姆斯等明星球员已经在
开通新浪微博与中国球迷互动，接下来更多拥有国际
影响力的球员也将登陆新浪微博的平台。
以下是本次活动采访实录 ：
新浪财经 ：NBA 中国新年活动还是有史以来第一
次，请问中兴为何会赞助举办这次中国新年赛？
程立新 ：就像习主席访美时所说一样，“中美之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们在美国做企业，不仅
要赢得美国人的钱包，还要赢得美国人的心。
我们策划这个活动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带到美国。
我们中国企业到美国来，一定要为我们的文化感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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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玻璃也要有个性

豪，这样我们传播品牌就会非常自如。
今天活动的效果非常好，不仅给美国人带来欢乐
的节日气氛，中国的网友还通过微博传播了很多正能
量。这是中美合作互赢的活动，以后要多多办。
新浪财经 ：当地社区对这次活动有何展望？
Len Komorski ：俄亥俄州一直与中国有着贸易
往来，如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中美之间的合作越来
越多，因此我们在 NBA 赛场庆祝中国新年也可以助力
两国在多方面更密切的联系。
为了与社区更好的互动，我们在比赛中加入很多
中国元素，比如印有中文“新年快乐”的 T 恤衫、红
包及精彩的中国艺术表演。

福布斯给出的曹德旺上榜理由是 ：曹德旺 2015
年提出“让工业 4.0 在福耀落户”的口号——他是
这一口号的提出者，更是实践者。福耀结合信息技
术和自动化的生产工厂走在全球同行前列。
记者看到，现在在福耀的浮法玻璃车间，已经
难以找到体力劳动者的身影，自动化的流水线和机
器人协作，高效、稳定地生产。
记者了解到，与诞生于规模化工业时代的老牌
汽车玻璃厂商不同，福耀“小批量、多品种”模式
更适应当下市场。除了整体需求有所萎缩，随着汽
车品牌和车型的迅速增加，大批量订单减少，客户
倾向于小批量、多品种下单。
对于当下流行的个性化制造，说起来很玄乎，

但对福耀有自己的认识 ：本质上就是不断消化和满
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客户对于品质、设计、语
言表达的要求。

科技让玻璃“聪明”起来
在福耀新建的汽车玻璃展厅，记者看到，各种
高科技汽车玻璃让人耳目一新。
结合了军用飞机 HUD 投影技术的汽车玻璃可
以把仪表盘投射到前档玻璃上 ；针对雨天设计的憎
水汽车玻璃可以像荷叶那样，让雨滴快速流走 ；镀
膜加热的汽车玻璃可以去冰除霜除雾……
福耀玻璃工程研究院的工程师说 ：
“一些产品是
我们根据客户对未来两三年汽车的设计定位，与客
户联合研发的成果。”基于此，福耀玻璃成为宝马、
奔驰、宾利、路虎等知名汽车品牌的主供应商。

全球布局不愁销路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汽车行业增长放缓，
但是福耀业绩逆市增长。
曹德旺认为，小型同业经营困难，恰好为其带
来扩大市场份额以及提升员工素质的契机，而福耀
的海外布局亦是其“化危为机”、稳健发展的基础。
目前福耀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生产商，
占据国内 70% 市场份额，1/3 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目前福耀在美国、俄罗斯和德国均有生产基地。
福耀希望用 5 年时间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大
玻璃专业供应商。福耀方面对记者说 ：
“就像当年福
耀提出‘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一样，福耀做工业 4.0
也绝不会止于口号。”

新浪财经 ：NBA 有如此多的球队，中兴为何选择
与骑士队合作？
程立新 ：我们一直在寻找拥有相同理念且致力于
回馈社会的合作伙伴。骑士队很厉害，他们希望成为
篮球场的冠军，同样的，我们希望成为通讯业领头羊。
与此同时，骑士和中兴都希望能够成为当地社区的一
部分，并永远以球迷为中心。
新浪财经 ：中兴一直以来赞助火箭、勇士和尼克
斯队，这样的战略合作收效如何？
程立新 ：从第一次赞助火箭队开始，我们的市场
份额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提升。整个美国的品牌知名度
较上个赛季提高了 34%，现在已经快要超过 40%。
去年美国有 230 万人在场内观看了我们赞助的比
赛，中国有 2.3 亿的球迷，全球有 3.4 亿观众。今年这
五支我们赞助球队的球迷就有 2300 万，全球有 14.5
亿人能够观看到我们赞助的比赛，所以今年将会有更
大的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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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保险 10 亿加元 购温哥华地标 2/3 股权
（文字来源 ：21 世纪经济报道 ；图片来源 ：易城网）

安邦保险又买楼了！
2 月 19 日，有外媒报道称，中国安邦保险集团
（下称“安邦保险”）出价超过 10 亿加元（约 47.3
亿元人民币）买下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最重要的地
标 3A 级办公大楼 Bentall Centre 的三分之二股权。
如果最终成功，这将刷新温哥华市最高房地产交易
金额的新纪录，也是安邦保险在加拿大一次最大笔
的楼市投资。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安邦保险求证，但对方
暂未回复。不过，一位接近安邦保险的人士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证实了这一交易的存在，并表示
交易正在进行中。
根据外媒的报道，这次出售的 Bentall Centre
总共有四栋办公大楼。Bentall Centre，位于布勒
街 (Burrad St.) 夹 瑟 洛 街 (Thurlow St.) 及 邓 斯 梅
街 (Dunsmuir St.)，是温中心商业区最重要的地标。
总部设在满地可的公司 Ivanhoe Cambridge Inc.
原本拥有 Bentall Centre 66% 的股权，于 2015 年
10 月开始寻求买家，而 Bentall Centre 的 34% 股
权则是由 Great West Life Assurance 拥有。
2015 年 9 月，安邦保险以 1.1 亿加元买下位
于多伦多市中心的 70 York Street 办公大楼，作为
进军加拿大市场收购地标物业的开端。前述接近安
邦保险的人士表示，安邦保险一直希望在加拿大寻
找合适的投资目标。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表示，在加元低，且国
内市场投资标的乏善可陈的背景下，保险资金进军
温哥华地标物业并不奇怪。
近年来，安邦保险在海外动作频频，先后收
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 Fidea 保险公司及
Lloyd 银行、韩国东洋人寿、荷兰 VIVAT 保险公司
及美国信保人寿，已将其金融版图扩展至亚洲、美
洲及欧洲等地。
当然，如此大手笔的绝不止安邦保险一家。例

李克强 ：人民币不具备贬值基础 将实行浮动汇率制
（来源 ：新浪财经 ；图片来源 ：中国新闻社）

如，2013 年 6 月，中国平安以 2.6 亿英镑的价格
购得劳合社大楼，并在 2015 年 1 月收购了伦敦的
Tower Place ；2014 年 10 月，安邦保险收购了纽
约华尔道夫酒店，并且收购传闻不断 ；在今年早些
时候，阳光保险以 2.3 亿美元的价格将美国纽约曼
哈顿的巴卡拉酒店收入囊中。
仲量联行此前的一份报告称，
“自 2012 年以来，
海外投资监管不断宽松，推动了内资保险公司在全
球门户城市积极寻求房地产资产进行投资。保险资
金十分看好房地产投资的高回报率、较低风险以及
组合的多样化所带来的优势”。
2012 年 10 月，保监会出台的《保险资金境外
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拓展保险资金
境外投资范围，保险资金可投资发达市场主要城市
的核心地段，且具有稳定收益的成熟商业不动产和
办公不动产。随后，国务院 2014 年出台的保险业“新
国十条”鼓励保险公司多形式、多渠道走出去，拓
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范围。
仲量联行在前述报告中预计，从长期而言，按
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与节奏，内资保险公司在境外的
房地产直接投资有望达到 2400 亿美元。
一位大型保险公司人士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
者表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不动产，划定领域是发
达市场主要城市的核心地段，且具有稳定收益的成
熟商业不动产和办公不动产。一般来说，保险资金
最为看重的是投资的安全性、稳定性。国外成熟地
产市场的长期回报较为稳定，符合保险资金选择长
期负债的要求。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及境内投资产品
收益率不理想的背景下，保险公司选择投资收益稳
定的海外不动产，可以更好地管理保险资金，未来
这一比重有望加大。”
同时，该人士表示，“当前，是保险公司海外投
资的一个不错时间窗口，但在海外投资时应该匹配
好对冲工具，同时综合考虑监管规定、长期回报率、
币值稳定性以及配置分散等因素。”

李克强 ：中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机制
“这段话我已说过多次，但中国网络上现
在流行一种说法，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我们更无意
打货币战，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这种事情
损人也不利己。”
2 月 29 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
见美国总统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 · 卢时作出上述
表态。他的幽默风趣，引发美方代表会心的笑声。
李克强强调，中国将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保
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会上如果进一步强调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
级，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推动消费拉动经济
的重要性，大力化解过剩产能，这将对全球经济非
常重要，有助于引导各界对世界经济的预期。”雅各
布 · 卢说。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就有把握解决去产能
过程中的人员分流转岗问题
雅各布 · 卢特别关心中国正在进行的“去产能”
进程。
“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如
果抵制变化，不会有好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化解
过剩产能过程中产生的失业人员，不能让他们回到
原来的行业，而应该进入新的岗位。”雅各布 · 卢说。

这要靠中国正在兴起的‘新经济’。”李克强表示，
“我们正在全国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
雅各布 · 卢立刻表示，李克强的此番表态，让
创客发展高科技。目前这些新领域对就业的带动已
他“很受鼓舞”。
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中国政府推动简政放权和商
“我此次访华刚刚开始，就在上海的二十国集团
事制度改革两年来，每天新增市场主体超过 1200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听到了您精彩的视频讲话， 多家，今年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那我们就有把
访问的最后，又有机会和您进行这样一个务实高效
握解决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分流转岗问题。”
的会谈。”雅各布 · 卢说，“我认为，近两周来，您
李克强说，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新旧动
和中国政府的其他成员向全球市场进一步释放了积
能转换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今
极的信号。”
后将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有力，推动结构性减
各国在独立自主决定宏观政策同时，应加强相
税和普遍性降费。同时，也会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互间宏观政策协调
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简政放权，大力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会见中，李克强回顾了刚刚举办的二十国集团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总理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在
“我们这几年推进的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是
会上达成共识，各国在独立自主决定宏观政策的同
一个‘大手术’。它触动了部门和地方的利益，但为
时，应加强相互间宏观政策协调，这是在当前世界
了激发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经济不确定、不稳定情况下，发出的一个相对稳定
我们别无选择，也义无反顾。”李克强的语调铿锵有
的信号。
力。
“去年 8 月，中国对人民币中间价进行调整，
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坚守汇率基本稳定的基础上，
针对国际货币市场波动作出的反应。”李克强说，
“如
果事先透露我们要调整人民币汇率报价机制，有可
能会引发投机行为。此次二十国集团各成员国达成
共识，各国政府可以就汇率问题开展非正式的战略
性沟通，彼此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李克强表示，2015 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
易额逆势增长，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
两国作为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转型、深化结构性改革，也希
望财长先生能够向世界发出中国经济积极向好的信
号。”
雅各布 · 卢说，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即将在
下周召开的中国“两会”，尤其是您即将在会上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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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美旅游年正式启动

中国买家海外购地产再破纪录 纽约成为首选地

（文字来源 ：凤凰资讯 ；图片来源 ：ftn news）

（来源 ：环球时报 ；图片来源 ：国家地理中文网）

新京报讯（记者曲亭亦）2 月 29 日，美国商
务部和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正式启动“中美旅游
年”。中美旅游年是依据中美商贸联委会旅游工作组
2015 年 9 月 10 日签署的 2016-2017 年工作计划
备忘录而设立。

据《福布斯》18 日报道，2015 年，中国买家
在西方大城市的房屋购买量再次打破记录，成交额
达到 300 亿美元，比 2014 年的交易量翻了一番。
纽约成为中国买家购置海外地产的首选。中国的金
融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保险机构投资者已经主导了
纽约的地产交易权。

预期未来中国将成为美国长线市场最大的客源
国

福布斯报道称，根据西方房地产交易中介咨询
公司 Knight Frank 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买家在去
年继续大量购置西方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其中，纽
约曼哈顿，伦敦，悉尼，墨尔本地区的住宅占据了
成交量的四成。统计数据透露，在西方购置一线房
地产项目的最大的 20 个中国买家都是机构投资者，
其中 14 家是房地产开发商，6 家为保险机构和主权
基金。

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将以 2016 年中美旅游年为契机，开展万名中
美游客互访等百项活动，加大对美旅游开放和投资
合作，实现今年中美双向旅游 500 万人次目标，把
旅游打造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闪耀亮点。美国
旅游推广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炳坤表示，“中美旅
游年的设立，以旅游为切入点，推动美中互惠互利
的长期合作关系。美中两国旅游业将与政府部门协
同合作，促进双向旅游。”
自 2014 年新的签证政策推出以来，申请美国
非移民签证的中国公民数量已增长 50%。中美旅游
年的启动，将进一步扩大互惠签证政策带来的利好。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目前是美国第六大客源国，
2014 年有超过 200 万中国游客到访美国，较上年
增长 20%。美国旅游推广局预期在未来几年内，中
国将成为美国长线市场最大的客源国。

将带动美国旅游业的各个领域完善其服务
此外，美国旅游推广局中国巡演在北京举行，

多家来自美国的目的地、景区景点、租车公司、酒
店集团、购物目的地、地接供应商等旅游机构来华
进行推广。针对中国市场对美国游产品的深度、广
度要求的提高 , 汤炳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
旅游推广局在 2016 年将推出在线美国旅游专家培
训项目，并将以路演、培训、考察、新路线产品设计、
全媒体推广等多种形式，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美国
的多元化。此外，中美旅游年的启动还将带动美国
旅游业的各个领域完善其服务，美国旅游推广局正
在推行 China Ready 项目，该项目旨在提升服务中
国游客赴美旅游体验的一部分，包括制作专门网页，
方便同业了解中美旅游年的最新动态与项目，还将
推出为旅游从业人员、目的地和其他旅游相关机构
而设的各类培训项目。
此外，2016 年美国国家公园将迎来 100 周年，
汤炳坤表示今年 5 月将通过 IMAX 电影向中国游客
推介美国国家公园 , 并成立相关项目组为中国相关
机构共享国家公园的资料和数据。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中国的保险公司正在
主导西方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定价权。去年最大的金
额的十笔房地产交易中的六笔是由中国的保险机构
最终拍板成交的，其中包括中国的安邦保险收购曼
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成交价是 19.5 亿美元，以
及伦敦的 Heron 大厦和曼哈顿的美林金融中心，成
交价分别是 11.7 亿美元和 4.1 亿美元。太平保险
公司则花费 8.2 亿美元购置了 Murray 大街的高端
住宅。总之，中国的保险机构在去年共出手 40 亿
美元购置海外一线城市的地产，而 2014 年则出手
了 20 亿美元。往前看，这样的交易会继续增加，
因为中国人会通过在海外购置资产来分散财富的风
险。”Knight Frank 中国区负责人哈特表示。

2015 年 8 月，记者在纽约出差时，安邦保险
刚刚收购了华尔道夫酒店。记者注意到，酒店的正
常管理与以往没有大的区别。每个楼层的中国业务
主管的面孔增加了。当地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安
邦保险收购了这家酒店后，客源比以往翻了一倍，
价格有时候比以往还有提高。不过，当地的华人喜
欢来这里与来自中国的老乡或者当地的华人朋友一
起碰碰，喝杯咖啡，吃点东西，聊聊天。一名当地
的美国金融界人士告诉记者，附近的一些新的大楼
也是来自北京的资本在支持新建的，中国人对纽约
房价的稳定是功不可没的。
福布斯的报道证实了纽约是中国海外房地产资
产配置的首选，2015 年的成交金额名列第一。仅
仅拿 2015 年的数据来说，纽约曼哈顿地区就共吸
收了来自中国的 58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比前一年
翻了 5 倍。此外，中国买家在洛杉矶，波士顿和芝
加哥的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增加，因为那里的投资回
报比投资纽约要更高。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来
自浙江省杭州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万向集团就与旧
金山的一个房地产投资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注资 10
亿美元，专门做美国全国范围的地区性的酒店投资，
其中不少酒店也是地区的金融中心，但是比曼哈顿
要便宜得多。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专家认为，美国的
市场广阔，有足够的空间方便中国民营的中小企业
进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首先找一个地方可以真
正实惠方便地“落脚”，生根发展。

中国化工据称为收购先正达交易寻求 350 亿美元贷款
（来源 ：新浪财经）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 29 日彭博称，中国化工
集团正寻求贷款总计 350 亿美元，用于收购先正达
(81.27, 0.09, 0.11%) 的交易，这可能创下中国企业
收购融资的最高纪录。

达，该交易将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杀虫剂和农用化
学品供应商。前述贷款规模将盖过之前中国企业海
外收购的融资规模，可能引发对中国企业举债收购
外国技术的担忧。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化工聘请了中信银行国际，
安排 150 亿美元贷款，这些贷款将由中国化工全额
担保。因消息没有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另据
日期为 2 月 25 日的公告，本周还将为另外 200 亿
美元收购贷款召集银行会议，这些贷款对先正达有
追索权，中国化工不提供担保。

知情人士称，中信银行国际安排的 150 亿美元
可能在亚洲采取银团贷款的形式，正在敲定最后条
款。

本月稍早中国化工同意以 430 亿美元收购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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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的一位发言人拒绝置评。《华尔街日
报》之前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报道了中信银行国际
所安排贷款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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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超过纽约成“世界亿万富豪之都”
（文字来源 ：中国日报 ；图片来源 ：PS21）

中国日报网 2 月 29 日电 据美联社报道，纽约
让位，北京成为新的全球亿万富豪之都。

要是在去年夏天股市达到顶峰时做财富估算，
那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将接近 150 位，他说。

《胡润百富》杂志数据显示，北京已赶超纽约成
为亿万富豪之都。北京有 100 位亿万富豪，而纽约
为 95 位。胡润百富是上海一家发行月刊杂志的公司，
每年发布世界富豪排行以及对富豪及其消费习惯的
研究。

2015 年，北京新增 32 位亿万富豪，而纽约仅
增加了 4 位。北京因此超越纽约。莫斯科亿万富豪
人数达 66 位，排名第三。香港和上海分别位居第
四（64 位）和第五（50 位）。

几个月前就有报告显示，中国亿万富豪数量已
超越美国。该研究突出表明，尽管中国股市动荡、
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精英仍持续积累大量财富。

中国首富、房地产大亨王健林在全球亿万富豪
榜上排名第 21 位，位于沃尔玛家族、瑞典宜家家
族和巴西投资人豪尔赫 · 保罗 · 雷曼（Jorge Paulo
Leman）之后。在全球百富排行榜上的其他中国亿
万富豪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饮料业巨头宗庆
后、手机制造商小米的雷军、腾讯的马化腾以及百
度的李彦宏等技术大佬。

由于评估方法不同，不同的财富榜发布的排行
历来有所不同，如《胡润百富》和《福布斯》富豪榜。
胡润百富的创始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
认为，中国大量财富的创造归功于中国市场监管部
门让新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流入市场，而在此前几
年，监管部门一直阻碍其流入市场。
胡润表示，该杂志本年度财富估算使用了截至
1 月 15 日的股价数据。这意味着《胡润百富》将过
去半年中国股市 40% 的暴跌考虑在内。

胡润称，与美国相比，中国白手起家的亿万富
豪数量尤其之高。
他说道 ：
“我们的数据表明，在超级财富创造方
面，中国正处于领先地位。未来我们看待中国的方式，
会像上世纪 90 年代，人们看待斯坦福或硅谷一样。

商务部 ：1 月份美国对华投资增幅达 463.6%
（来源 ：新华社）

中新网 2 月 17 日电 商务部今日召开例行新
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会上介绍，
1 月 份， 前 十 位 国 家 / 地 区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达
843.8 亿元，同比增长 2.6%，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的 95.6%。美国、欧盟、日本对华投资增幅较大，
分别为 463.6%、30.9% 和 22.8%。
关于吸收外资情况，沈丹阳介绍，1 月份，全
国吸收外资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利用外资水
平和质量进一步提升。
一是实际使用外资平稳增长。1 月份，全国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 2008 家，同比下降 11.4% ；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882.5 亿元，同比增长 3.2%( 未含银
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 )。
二是主要国家 / 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
1 月 份， 前 十 位 国 家 / 地 区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达
843.8 亿元，同比增长 2.6%，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的 95.6%。美国、欧盟、日本对华投资增幅较大，
分 别 为 463.6%、30.9% 和 22.8%。 东 盟、“ 一 带
一路”相关国家、香港投资分别下降 6.1%、25.1%
和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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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1 月份，服务
业实际使用外资 596.2 亿元，同比增长 5.7%，在
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 67.6%。其中高技术 服务业实
际使用外资 72 亿元，同比增长 123.4%。房地产领
域吸收外资继续下降，新设企业数和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分别下降 34.1% 和 24.6%。制造业 实际使用
外资 223.2 亿元，同比下降 8%，在全国总量中的
比重为 25.3%。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44.4% 和 5.6%。
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 6.6 亿元，同比增
长 15.2%，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 0.8%。
四是外资并购交易企业数和引资规模双提高。
1 月份，外商以并购方式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14
家，实际使用外资 343.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5%
和 15.7%。并购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量中所占比
重由上年同期的 34.7% 上升到 38.9%。
五是西部地区引资明显增长。1 月份，西部地
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8.7 亿元，同比增长 16.9%。
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82 亿元，同比增长
4.1%。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1.8 亿元，同
比下降 22.2%。

奇虎 360 数千万美元参与收购浏览器开发商 Opera
（文字来源 ：新浪财经 ；图片来源 ：中国财经报道英文网）

据美联社报道，纽约让位 2 月 15 日，北京
昆仑万维 (29.100, -0.75, -2.51%)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昆仑万维”）发布公告，确认将同奇
虎三六零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虎
360”）
、金砖丝路基金管理（深圳）合伙企业（以
下简称“金砖丝路”）以约合 12 亿美元的收购价，
收购挪威浏览器厂商 Opera Software ASA（以下
简称“Opera”
）。
此次收购所需资金由两部分构成 ：参与三方直
接出资 20%，并由金砖丝路募集其余 80% 资金。
其中直接出资部分，昆仑万维出资金额占收购总价
的 14%，约合 1.68 亿美元，奇虎 360 同金砖丝路
基金的关联方共同出资其余 6%，据此，奇虎 360
此次直接出资约合数千万美元。
奇 虎 360 方 面 称， 参 与 收 购 Opera 有 望 为
360 发展海外业务获得“技术、用户和运营经验”。
一位 360 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参与收购 Opera
意在补强奇虎 360 在移动端的覆盖能力。
收购老牌浏览器
近日，奇虎 360 方面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证实 ：其正携手昆仑万维收购挪威浏览器厂商 Opera。Opera 已在奥斯陆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总股
本 1.46 亿股，收购意味着其将逐步私有化退市。
2 月 15 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公告显示北
京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和奇虎三六零软件
（北京）有限公司、金砖丝路基金管理（深圳）合
伙企业成立买方团，对 Opera Software ASA 进行
100% 股权公开要约收购。公告显示专项基金已于
2016 年 2 月 9 日和 Opera 签署了《交易协议》。
买方团拟通过金砖丝路二期（深圳）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专项基金”）在中国设
立一家特殊目的公司（简称“中国 SPV”），并由中
国 SPV 在中国之外的司法辖区设立一家或多家全资
控股的特殊目的公司，通过境外 SPV 实施交易。
公告中称，收购总价预计为 105 亿挪威克朗，
约合 12 亿美元 ；昆仑出资金额占收购总价的 14%，
约合 1.68 亿美元。该收购价相对 2 月 4 日（市场
上出现潜在收购传闻的前一天）收盘价溢价 53% ；
相对前 30 天（截至 2 月 4 日）交易价值加权平均
价溢价 56%。
根据交易协议，其中专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分
为优先级和劣后级 ；劣后级占总出资比例的 20%，
由公司、奇虎及金砖的关联方三方组成，其中昆仑
万维占劣后级的 70%。按此计算，奇虎 360 在此
次直接出资中的出资金额在数千万美元规模，具体
数目在按 6% 计算的 7200 万美元以内。
此外，优先级占出资比例的 80%，由金砖负责
募集优先级资金。根据协议，优先方的出资本金在
实际使用满一年后，劣后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通
知优先方全部或部分返还。
事实上，奇虎 360 和昆仑万维此前在国际化业
务中曾有合作。被奇虎 360 方面视为全球化的标杆
项目 360 Security 归属摩比神奇（北京）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旗下，该公司即由奇虎 360 和昆仑万维两
家合资成立。根据公开资料，昆仑万维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王立伟在公司持股比例达 46%，同时也是
摩比神奇股东。
此外，公开资料显示，摩比神奇还曾与公司全
资子公司昆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委托第三方在谷歌
和 Facebook 进行广告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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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收购美企或遇政治阻力

美国成最能吸引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家

（来源 ：新华社）

（来源 ：搜狐）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最新发布的《2015
年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美国和新加坡再次成
为中国海外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其中，澳大
利亚排名较 2014 年上升一位，在最能吸引中国海
外投资的国家中排名第三。美国和澳洲在吸引海外
投资方面向来是不遗余力，两国均开放了投资移民
项目。《2015 年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具体情况
如下 ：

升，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新加入的指标中表现
突出，例如，金融市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一些国家，

一、中国海外投资指数（GGI）介绍
中国海外投资指数（GGI）在 2013 年首次推
出，将全球 67 大经济体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
进行排名。报告显示，2015 年排名前十的国家和
地区分别是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
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挪威、丹麦。
为了将中国投资者对不同行业投资兴趣的变化
反应在指数中，2015 年 GGI 的指数构成从之前的
55 个指标增加至 70 个指标。新的指标涵盖包括农
业、对外承包工程、基础设施质量、服务业和国家
信用风险等领域。

二、2015 中国海外投资指数（GGI）各国排
名
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排名上升和下降的原因，
报告也具体做出了说明。
报告称，受惠于与中国在 2015 年签订的自由
贸易协议，澳洲及南韩今年的排名上升，跻身十强。
一些欧盟国家和加拿大的排名也较去年有所上

例如俄罗斯、科威特、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排
名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稳定性对今年的排名也起
到了关键作用。在今年的排行榜中，希腊和葡萄牙
的排名均出现上升，这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对外国投
资更加开放。

中联重科 17 日就收购美国起重机生产商特雷
克斯公司发布报价。外媒报道称，近期海外监管局
对中国投资格外关注，此项交易或遭遇政治阻力。
中联重科公告称，中联重科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向特雷克斯公司提出以每股 30 美元现金方式收
购该公司的非约束性报价，较报价前一日特雷克斯
收盘价 21.22 美元溢价 41%。同时，公告显示，此
次交易需要的 33 亿美元资金中 40% 将使用自有资
金，另外 60% 将通过银行融资。其中，债务融资
部分已经获得了相关银行的支持函。
特雷克斯表示，继续推荐去年 8 月与芬兰同行
科尼集团 (Konecranes) 达成的合并交易，并称正
在与中联重科进行谈判。特雷克斯于 1 月 26 日对
外公布了中联重科的收购要约。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联重科插足特雷
克斯与芬兰科尼集团拟议中交易，不仅凸显了近期
中国一些境外交易的咄咄逼人姿态，还显示了中资
企业为了在报价上胜人一筹而不惜背负巨额债务。

三、2016 投资前景展望

据悉，债务负担在过去一年大幅增加的中联重
科，出价相当于其 1 月份宣布参与竞购时特雷克斯
股价的大约 2 倍。

据各国投资机会和风险指标的相对得分，报告
将 67 个国家分为四组。GGI 指数分析结果中，一
部分国家投资机会丰富且风险可控 ；除了马来西亚
以外，大部分属于此类别的均为发达国家。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议员邓肯 · 亨特已致
信美国财长杰克 · 卢，对潜在的中联重科与特雷克
斯合并交易表示担忧，称中联重科与中国军方保持
长期关联。

根据商务部的预计，中国对外投资在未来 10
年仍然处在 10% 以上的快速增长的通道，中国资
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投
资者开始放眼海外。

特雷克斯股价 17 日收盘涨 4.2% 报 21.29 美元，
盘中最高上涨 8% 至 22.08 美元，但仍远低于中联
重科提出的报价每股 30 美元。投资者预计该交易
不会获得通过。
路透社 1 月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中联重科与

特雷克斯的合并交易有可能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遇阻。
外媒报道也指出，与芬兰科尼集团关系密切的
一些人士质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会否放
行中联重科收购特雷克斯的交易，原因是特雷克斯
承接了美国政府的合同。
中联重科在公告中承认此次交易将接受多重法
律法规的审查，也有信心通过正常的审批程序。中
联重科董事长兼 CEO 詹纯新表示，作为同一行业的
经营者，中联和特雷克斯彼此熟知已久，和特雷克
斯董事会的沟通一直以来都是开放性和建设性的。
而针对此前芬兰起重机制造商科尼集团已向特
雷克斯提出合并计划这一问题，詹纯新表示 ：
“我
们认为，我方对特雷克斯的收购提案，在对股东的
价值和确定性方面都优于特雷克斯与科尼的拟议交
易。”
Dealogic 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中资在境外
发起的并购交易总额已超过 750 亿美元，高于除
2015 年（全年发起交易总额达 1120 亿美元）以外
的以往任何一年。来自中国的投资收购项目增多，
遇阻案例也逐渐增多。
17 日，中资对外收购的两笔交易受挫。复星集
团宣布将终止去年 6 月宣布的从以色列德勒克集团
手中买下保险和金融集团 Phoenix Holdings 控股
股份的交易。关于这笔交易是否因为以色列监管机
构的阻力而被取消，复星不愿置评。
与此同时，飞兆半导体拒绝了华润集团和华创
投资发出的 26 亿美元收购要约，而选择了总部位
于美国的安森美半导体，后者给出了较低的收购价
格。

美国要审查，紫光股份放弃 38 亿美元收购西部数据
（来源 ：凤凰资讯）

2 月 23 日晚间，紫光集团旗下的紫光股份（000938）
发布公告称，因为需要走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序，
公司决定终止 37.75 亿美元收购美国老牌存储公司西部
数据（NASDAQ:WDC) 的交易。
紫光股份公告称，根据之前签订的相关约定，若未能
获得“不需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的决定”，双方均有
权单方终止《股份认购协议》。
紫光股份去年 9 月宣布，拟通过下属香港全资子公
司以每股 92.5 美元的价格认购美国西部数据新发行的
4081.48 万股普通股，交易总金额 37.75 亿美元（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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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亿元人民币）。认购发行完成后，紫光股份将持有西
部数据发行在外的约 15% 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并将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

另一方面，西部数据股价已经腰斩，从紫光股份宣布
收购的每股 92.5 美元，跌至目前 46 美元左右，最低为
38.64 美元。同样的资金现在可以买双倍的资产。

也就是说，紫光集团自从去年开始折腾至今的一桩大
交易，还是因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而告吹。而这
原本是紫光集团构建的芯片帝国一张很重要的牌。

除了失去西部数据，紫光入股中国台湾封测芯片企业
矽品的交易也面临很大困境。矽品第一大股东日月光不愿
放弃，矽品有被日月光拿下的可能。

从美方对待中国资本的态度上，这一交易最终过关的
概率不高。2 月 16 日，美国仙童半导体刚刚拒绝了两家
中国买家华润微电子和华创投资的高价收购，理由也是担
心美国监管当局会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阻止该交易。

紫光是最近几年国际半导体并购市场上最积极的买家
之一，未来可能还会谋划一系列并购来壮大自己在半导体
领域的竞争力。
值得关注的是，紫光股份与西部数据缘份未尽，双方

还将通过其它途径合作。
23 日晚的公告称，紫光股份将与西部数据共同出资
设立紫光西部数据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
15800 万美元，其中紫光股份、西部数据出资占比分别
为 51% 和 49%。该合资公司不会受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交易终止的影响。
另外，去年 10 月份，在紫光的支持下，西部数据还
宣布 190 亿美元收购闪存巨头 SanDisk（闪迪）。紫光收
购西部数据这一交易终止后，西部数据收购闪迪还将继续，
有望今年第二季度完成。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25

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繁荣的中国造福世界
（文字来源 ：中国经济网 ；图片来源 ：人民网）

中国股市管理也确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从
长期看，去年 8 月以来的中国股市动荡并不会对中
国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中国股市尚处于发展过程中，
市值仅占 GDP 的 30%，远低于美国的 100%。近
期，媒体也很关注人民币贬值。不少报道认为，中
国政府试图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这是错误
的。人民币贬值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但更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去年启动了新一轮汇率机制
改革，旨在根据国际标准建立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更
具弹性的汇率机制，从而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发挥
决定性作用，这与刺激出口无关。改革已见成效。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出现快速升值，对一篮子货币
汇率走高，表明人民币已进入有升有降的双向波动
轨道。美国前财长劳伦斯 · 萨默斯去年 11 月在《华
盛顿邮报》刊文称，一方面要求中国推进金融自由
化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又期待人
民币持续升值，这不符合逻辑。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2 月 16 日在美国《华
尔街日报》发表题为《繁荣的中国造福世界》的署
名文章。崔天凯大使在文章中指出，全球经济 2016
年开局不利 ：股市持续下行，新兴市场货币动荡，
油价跌至 10 年新低。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常常毫
无理由地被当作此轮全球市场动荡的“替罪羊”。了
解市场动荡背后的事实十分重要，以下四个方面值
得关注。
第一，中国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9 年
至 201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8.7%，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30%，而同期全
球经济平均增速仅 2%。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
为 6.9%，依旧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
济体之一，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25%。中国的
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他们成为消费的动力。根
据瑞士信贷最新《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的中产阶级
人数已达 1.09 亿，超过美国的 9200 万人。波士顿
咨询公司新近研究显示，中国私人财富总量在亚洲
居首，在全球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面对不断增
长的需求，很多外国公司都在谋划扩大在中国的市
场份额。不久前，星巴克集团宣布未来 5 年将在中
国新设 2500 家分店，平均每年增加 500 家。
第二，一些人对中国股市波动表示担忧。当然，
股指在今年 1 月份下降 20%，引发担忧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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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2015
年 1 月 至 11 月， 中 国 进 口 粮 食 1.12 亿 吨， 比
2014 年多 27.3%。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买家，
进口了美国 25% 的大豆和 40% 的棉花。2015 年
全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增加 8.8%。国际油价走低
主要缘于传统石油供给国与新兴页岩油生产国为争
夺国际市场份额竞相提高石油产量。对伊朗石油出
口解除制裁也进一步加剧了油价下行压力。

美国国会担忧中资财团收购芝加哥证交所
（文字来源 ：尔街华见闻 ；图片来源 ：Simone Perolari）

根据 Bloomberg View 报道，周三，数十名美
国国会议员计划要求奥巴马政府对中资财团收购芝
加哥证券交易所进行国家安全评估，以审查此次收
购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上市公司的安全存
在风险。

受采访时表示担心中国会借此操纵美国股票交易，
美国的金融市场以及股票交易对美国经济起关键的
影响，允许一家中国公司权限会给其权限获得美国
公司和交易所共享的相关信息，可能会导致网络安
全隐患。

2 月 5 日，芝交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新闻宣布，
芝交所已同意接受以中国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财信集团）为首的投资者财团的收购。新
闻公告称，芝交所董事会一致批准这一交易，但交
易仍需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批准。交易如果完成将成
为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交易所的首例。

根据彭博报道，一位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政
府未就该收购是否已经由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审查
置评。

周三，数十名国会议员计划正式要求奥巴马政
府通过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流程对收购
案进行国家安全评估。
45 名共和党议员以及 1 名民主党议员致信美国
财政部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表示 ：
“美国市场对重
庆财信集团所知甚少。尽管不太清楚中国政府在多
大程度上掌控重庆财信集团，但是这家公司的确涉
及一些可能需要同中国政府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产
业。如果一旦你们决定 CCEG 是和中国政府保持紧
密关系，也因此和中国军队保持紧密关系，我们将
敦促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拒绝本次并购。”
起草该封信件的众议员 Robert Pittenger 在接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是一个联邦政府委员会，
由 9 个政府机构的代表人员组成，美国财政部长担
任委员会主席。的代表们来自包括国防部、国务部
以及国土安全部等 , 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
商投资交易进行审查。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此前批准过一些中国公司
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案，例如双汇收购全球最大猪肉
生产商 Smithfield Foods 一案，中国海洋石油公
司收购在美国拥有资产的加拿大能源巨头尼克森公
司（Nexen Inc）。但是委员会也曾拒绝过数起涉及
美国国家安全的收购案。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此前也曾批准外资收购美
国股票交易所，包括 2011 年德国证交所收购纽交
所一案（此交易案后来因为其它原因没有达成）。

最后，结构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为光明的
前景，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机会。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对
防止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
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成为当前中国
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结构改革，重点发展创新
驱动型和消费驱动型经济，并在“十三五”规划建
议中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
大发展理念。当然，结构改革绝非易事，甚至伴随
各种风险，但中国领导人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全
球经济结构改革刻不容缓，而事实上中国已成为改
革的先锋，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喝彩和支持。
崔天凯大使在文章中强调，一个繁荣的中国使
世界受益。作为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中国将与
其他国家一道，汇集全球智慧，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
平衡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
将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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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瓶装旧酒 Apple Pay 能否助银联“扳回一局”？

到底是谁在阻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大公司？
（来源 ：搜狐新闻）

（文字来源 ：中国经济网 ；图片来源 ：Phones LTD）

2 月 18 日，Apple Pay 姗 姗 来 迟。2014 年
10 月 17 日，Apple Pay 在 iPhone6 于中国发布时
“失约”，而其主要鉴权技术——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场通信）在中国的推广一度
被认为前景黯淡。本次 Apple Pay 的发布在支付圈
掀起不小的波澜，NFC 技术是否会因为 Apple Pay
的强势登陆而再度流行？ NFC 技术是否会改变当下
的支付行业格局？

Apple Pay 发布首日绑卡 3000 万张，商家反
应慢半拍
发布当日，Apple Pay 绑卡量 3000 万张，平
均每分钟有 8 万张卡绑定 Apple Pay，因流量过高
曾一度出现绑卡故障。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数
据显示，在中国支持 NFC 功能的苹果手机用户数要
低于 7200 万，同时 Apple Watch 过去一年的销量
为 1200 万台。这意味着，苹果公司目前在中国支
持 NFC 功能的设备低于 8400 万台。如果每台设备
绑定一张银行卡，那么意味着三分之一的用户立即
有了绑卡行动。
与手机用户火爆的绑定相比，一些商家的反应
似乎要慢一些。在 Apple Pay 发布后第二天，《中
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若干家北京朝阳区的 7-11
便利店、肯德基和万宁超市，多数店员表示未接受
过培训。5 天后，记者再度造访上述店铺，虽有部
分店员表示有了一些培训但是实际用 Apple Pay 的
客户并未如想象的那么多。
尽管包括 7-11 便利店、万宁、家乐福、汉堡
王等在内的多个国际连锁品牌已经支持 Apple Pay，
又以银联近一半支持 NFC 技术的终端为依托，但
Apple Pay 深入中国本地的消费市场仍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多数评论也认为银联并不会通过 Apple Pay 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构筑的第三方支付市
场产生冲击。

近场支付不是新玩意，银联“被逼”二次出牌
实际上，主要依靠 NFC 技术的近场支付并不是
新鲜事。NFC 技术最早由飞利浦半导体（现恩智浦
半导体公司）、诺基亚和索尼于 2003 年共同研制开
发，地铁卡、门禁卡等均应用了该技术。由于日本
手机用户多由运营商提供手机，支持 NFC 技术的手
机得以快速推广，日本率先成为以 NFC 技术为核心
的移动支付的倡导者。
2008 年，运营商推出 2.4G 频率的移动支付方
案，因与银联一直支持的 13.56M 频率的 NFC 方
案不一致而遭到银联的强烈反对。2013 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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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分别推出了基于 NFC 的移动支付产品，
如中国移动的“和包”，但是该类产品需要在配置
了 NFC 技术的手机上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也需要
POS 机具备相关功能。为此，银联更换了近一半的
POS 机，运营商也向提供定制机的手机生产厂家提
供补贴，但是 NFC 手机的市场占有率至今仍然不到
10%。然而，贫乏的消费场景无法推动消费者为了
移动支付而更换手机，反过来又导致商家没有动力
推广近场支付。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闵昊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是一个鸡先生蛋还
是蛋先来孵化出鸡的困境，没有人来打破。”
这段时间正是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为代表的
移动支付崛起的时期。闵昊向记者表示，“一开始并
不看好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闵昊看来，支付宝和
微信支付没有基于硬件的加密和解密方案，如果手
机遭遇病毒入侵，消费者的账户则有较大的风险，
他认为，除非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也采用基于硬件的
支付方案，否则不会一直占据移动支付的主流。
然而，移动支付的发展并不如此所料。央行于
2014 年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暂

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
的函》，对二维码作为鉴权技术的移动支付提示风险，
部署监管。而随着此后二维码支付的重启，此举并
没有对基于软件做安全的移动支付手段起到限制作
用，银联曾担心发生在 NFC 身上的“部分替代银
行职能”的可能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上变成了现实。
对于这一现状，和银联、运营商以及支付宝方面均
有接触的闵昊颇有感触，在他看来，银联此时选择
和 Apple Pay 合作属于“逼得没有办法”。

银联期待扳回一局，市场并不看好
在闵昊看来，以支付宝与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
动支付模式安全级别较低。闵昊告诉记者，信息安
全中基于硬件和交互的认证都是重要的原则，如果
不具备，很有可能导致账户安全出现漏洞。
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是否产
生过账户安全问题？ 2016 年 1 月，有媒体报道成
都一市民发现自己余额宝中的数万元不知何时被转
出到绑定支付宝的银行卡上，并且银行卡上的资金
被盗刷。支付宝方面表示，其“支付宝钱包”软件
是按照有效指令完成将余额转出的操作，故不应承
担责任。法院一审未判定支付宝负有责任，然而其
安全级别却受到质疑。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早先支付宝出现账户
安全问题时，一般会自己向用户赔偿，现在想盗刷
支付宝的骗子多了，支付宝就不再自己赔偿，转而
实行“账户安全险”，或者直接让客户去公安机关报
案。
闵昊告诉记者，对于支付安全越来越受到挑战
的现实，银联也很无奈，即便不是银联做的，如果
行业出现了重大安全问题，银联也是难辞其咎。借
助 Apple Pay 的发布，重新打开 NFC 近场支付的
局面，或许可以扳回一局。闵昊表示，其公司研发
的搭载 NFC 技术的 SIM 卡或可以解决推广 NFC 手
机的难题，用户不需要更换手机，只需要更换 SIM
卡就能实现 NFC 支付。
然而，对银联此举并不看好的也大有人在。资
深 IT 达人、4399 首席架构师曹政曾发文评论，银
联眼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抢市场束手无策，支付清
算牌照的放开又把银联“往沟里推了一把”，Apple
Pay 的入华看似是一个翻身的机会，但是无论是支
付宝还是微信支付都并不把银联放在眼里。
曹政表示，清算市场的收入规模虽然不低，但
是银联的分成非常有限，同时中国支付清算的费率
在全球来看属于很低的水平，这笔收入对于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来说并无吸引力。支付平台最关心的是
支付场景以及后续延伸的信贷、理财乃至保险业务。
而 NFC 本质上只是一项技术，何况支付宝也在布局。

近来看到国外网站一篇文章提到《Only one
person can stop China from buying up big
American companies》，里面的一些讲述还是比较
有意思，这里阿明和各位亲分享并分析一下。
起因当然还是紫光入股 WD 遭遇美国 CFIUS
调查从而搁浅的事儿。
国外的消息说紫光入股 WD 即将接近尾声了，
距离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然后 CFIUS 跳出来说我
想调查你们两个，然后紫光和 WD 纷纷公告说这事
儿泡汤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好作为一个弥补
双方最终会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照这样的消息来说，CFIUS 并没有直接拒绝或
者公开阻止紫光的入股，而是说了一声我要调查而
已。
一句我要调查，为什么就可以很快挫败紫光这
项有关 WD 大股东即将到手的交易呢？
CFIUS 到底还是不简单，可是，老美编辑却说
只有一个人掌握着“中国企业并购美国大公司”的
生杀大权，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
对于 CFIUS 的做法与影响文章后面阿明会详细
介绍，这里先请各位亲了解一下 2016 年近来中国
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一些大致情况。正因为中国企
业或财团这些举措的存在，才尤为被 CFIUS 所关注。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已成燎原之势
Dealogic 宣布了截至上周到目前为止这一年
左右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案达到 102 起，交易
总价值 816 亿美金。去年同期也就 110 亿美金总
计 72 起并购案，同比激增了近 7 倍。不仅如此，
2015 年中国宣布的海外并购交易金额比 Dealogic
的数据还要高很多，高达 1239 亿美元，增长势头
勇猛精进。汤森路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资
企业海外并购规模已占全球跨境并购规模的 47%。”
可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速度震惊世界，这
不仅仅发生在 IT 领域，同时在更多的领域也在发生。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次又一次创造了新纪录，
也就是说紫光入股 WD 只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在着手收购芝加哥股票
交易所，虽然交易涉及金额大概 1 亿美金，但是意
义很不一般。China Daily 在 2016 年 2 月初报道说，
“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收购芝加哥股票交易所的最终协
议已经签订。该笔交易获得了芝加哥股票交易所董
事会的一致通过，但还需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最
终的交易预计将于 2016 年下半年完成。”这里的监
管部门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
对于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来说，1882 年成立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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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4 年历史的交易所，目前，在芝加哥股票交易
所交易的股票已达 4000 多只，“上市公司总市值已
然超过 22 万亿美元。”如果这笔并购交易最终获得
Dealogic 通过的话，将会为中国企业财团进军美国
市场带来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外，我们再看看 2016 年近来公布的 9 起震
惊世界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 ：
1 月 10 日，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中
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在德国设立的项目公司作为一
方，与加拿大 Onex 公司控股的 Munich Holdings
II Corporation S.à.r.l. 于 2016 年 1 月 9 日签署《股
份购买协议》
，斥资 9.25 亿欧元（约 10.3 亿美元）
收购了加拿大 Onex 公司旗下的德国 Krauss Maffei Group Gmb H100% 股权，德国橡塑化机制造
商克劳斯玛菲集团。（by 腾讯科技）
1 月 12 日，万达集团宣布以不超 35 亿美元现
金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
最大的一笔文化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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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搜狐）
1 月 15 日，海尔集团与通用电气（GE）签署
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整合的一部分，通用电气将
从海尔集团获得 54 亿美元的现金对价。由海尔控
股 41% 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SH600690，
“青
岛海尔”）将整合通用电气的家电业务 , 通用家电。(by
财经 )
1 月 26 日，美国工程机械巨头特雷克斯对外宣
布，中联重科已向其提出收购要约。中联重科计划
以每股 30 美元的价格，收购特雷克斯所有流通股，
以此计算，总的收购价格将达到 33 亿美元。虽然
现在面临特雷克斯要求提高 33 亿美金的报价，但
最终还是可能被中联重科收入囊中。（by 中国证券
报）

新浪）
2 月 17 日，海航集团宣布拟以 60 亿美元收购
美国 IT 产品服务分销商英迈 (ingram micro)，具
体的收购协议由海航旗下天津天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达成，这是迄今中国企业收购美国 it 公司最高金
额纪录。（by 澎湃新闻）
再早一些的爆炸性海外并购新闻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加拿大尼克森
公司（nexen inc.）案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完成交割。
此案历时 7 个月，涉及金额高达 151 亿美元，是迄
今为止国内企业最大的一笔海外收购案。（by 新浪）

懂得 CFIUS 运作方式，才能了解中国企业北美
扩张的艰难
近年来，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在提升，中国逐渐
成为世界金融和资本圈子里面不可或缺的角色，为
此中国大举全球“企业并购”的策略，这是中国近
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举措和速度，自然会引
来老美的担心和关照。担心中国在收购的美国企业
中触及老美的国家利益，关照一些潜在的、可能的
被中国企业收购带来的更长远的影响。

2 月 3 日中国化工集团宣布斥资逾 400 亿美元
收购瑞士农化和种子公司先正达，先正达是全球农
化行业的领头羊及全球种子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中国化工集团称，先正达仍将是先正达，并继续保
留在瑞士的总部。（by 腾讯）
2 月 5 日， 北 京 控 股 宣 布， 将 以 初 步 购 买 价
14.38 亿欧元，收购总部位于德国的废物能源利用
公司 EEW Holding GmbH 的全部股份。去年 EEW
废物处理量为 440 万吨，在德国拥有约 17% 市场
份额。（by 网易）

如果 CFIUS 认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防范潜在威
胁并且可以执行的话，会直接建议给缔约方。这些
措施可能包括确保只有授权的用户才能访问某些技
术，或者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处理的某些产品的规定，
并且要求建立公司安全委员会，或需要审计。

2 月 10 日，浏览器厂商 Opera 发布公告，宣
布昆仑万维和奇虎 360 以 12 亿美元收购 Opera。
Opera 是来自挪威的著名浏览器厂商，是曾经与
IE、Firefox 并称的三大浏览器之一。（by 财经）

通常情况下，CFIUS 将与并购各方达成协议，
针对买卖方以及交易的监测。有时候，缔约方也会
因为 CFIUS 的缓解措施太难执行而退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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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 上， 就 在 2007 年， 美 国 总 统 和 CFIUS
通 过 了《 外 商 投 资 与 国 家 安 全 法 》(th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
FINSA)。其实算起来，近 20 多年来美国总统首次
否决一桩外商投资交易就是奥巴马阻止 Ralls 收购
风电场。

即分发给全体委员，在审查期内或审查期结束后，
如果 CFIUS 确认该交易不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或
者既有的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可以处理相关的风险，
那么，CFIUS 常务主席将通知相关交易方不予调查，
调查程序到此结束。

如果审查后决定须进行调查，CFIUS 常务主席
2012 年 9 月 28 日，奥巴马总统以威胁美国国
会即刻书面通知被审查交易的各当事方委员会将展
家安全为由，签发行政命令，禁止三一集团在美关
开调查。调查的核心内容是该交易是否威胁美国的
联公司拉尔斯控股 (Ralls Corp.) 的一宗在美并购案。 “国家安全”。调查程序结束时，CFIUS 必须向总统
Ralls Corp 试图收购美国俄勒冈州海军训练后勤基
报告其调查结果。
地附近的 4 个风电场。
法律要求 CFIUS 向总统做出一致通过的处理建
再详细一点梳理一下 CFIUS 的工作流程和做
议，如果拟议中的并购交易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
法，资料整理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孜弘的文章《美
威胁，并且没有其他法律能够授权相关部门处理该
国意识形态传统与对外经济制裁》：
风险，则 CFIUS 可以对该交易施加附加条件、要求
交易方降低相关风险，否则应向总统建议否定该交
CFIUS 采取逐案审查的方法，整个程序可分为
易，命令撤销并解体该交易。
三个阶段 ：审查、调查和总统裁决。CFIUS 常务主
席确认交易方提交的报表和材料完整有效后，会立

如果 CFIUS 成员在调查审议中无法达成一致决

来自中国企业全球并购扩张的影响下，老美的
担心与关照也无可厚非。但是老美并非只是针对中
国企业进入美国并购美国大型企业，其本质上是全
球化的思维。CFIUS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进行调查
的东西其实都是“对事不对人”，CFIUS 的存在只
是负责审查外商对美国企业的收购交易，目的是确
保美国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但是，CFIUS 有哪些对
中国企业或财团进行并购的否决因素呢？势必，我
们需要了解 CFIUS 是如何运作的？
每个调查都是由包括国防部、财政部或是可能
受到这项交易影响的某一个政府机构组成，实质上
CFIUS 就是由多个政府部门组成。CFIUS 会根据并
购的目标企业涉及的商业内容然后给出可能受到攻
击的”风险的分析”。为此，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以
国家安全为由非公开审查外资收购交易早已成为了
惯例。

2 月 15 日，均胜电子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6 亿元，拟用于合并及增资美国 KSS 公司，收购
德国 TS 道恩的汽车信息板块业务及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标志均胜电子开始进军汽车智能化领域。（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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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统若要阻止这项交易协议，必须获得
两个确切的结果 : 第一，找到一个可信的证据，证
明外国利益正在控制并且有可能采取行动，对国家
安全造成危害 ；第二，确实没有其他法律规定可以
提供合法的和适当的权力来保护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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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则应在报告中向总统陈述各种不同意见，由总
统定夺。美国总统有权撤销该交易，如交易已经进
行或已经完成交割，可以命令其解体 ；收到 CFIUS
的建议后，美国总统须在 15 个工作日内做出最后
的裁决。如果总统决定不予否决，则交易方会获得
一个可以执行交易的安全批复。
在审查期间或调查期间，交易相关方可以要求
撤销审查。但是，其撤销请求须得到 CFIUS 的批准，
还可能会附加撤销条件，例如要求交易方未来汇报
后续进展，并且 CFIUS 将将跟踪该交易的后续动向。
在有些情况下，CFIUS 可以驳回交易方的自愿
审查申报，例如填报的材料不完整，未能及时提交
增补材料，交易发生实质变化，提交的材料相互矛盾，
等等。
下面是 2009~2014 年美国外资委员会受理、
撤销和总统裁决的交易统计情况。显然，只有一项
交易被总统否决过，就如前文所提到的总统下令阻
止交易的三一重工案。
可见，对于中国企业想在美国并购扩张的情况
下，必须熟悉美国 CFIUS 的工作流程和 FINSA 法案。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坚决阻止某些与国外买家的
交易 ?
美国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前提就是国家安全，对
于总统、对于 CFIUS 都是一致的，特别是针对一部
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电信或者其他可能
潜在影响国家安全的交易，必然就会采取调查和阻
止行动。
无论如何，美国政府相关组织会对任何涉及有
关政府情报、执法机构、国防部门的交易或者被外
国企业收购的美国目标公司涉及这些方面的情况作
出必然的选择。
比如紫光入股 WD 的事件，假设入股成功后，
到底 WD 这样的芯片制造商有可能涉及威胁国家安
全的情况吗？“你必须了解这些芯片如何使用，对
吧？”但是美国政府所关心的就是这些芯片使用过
程中，涉及到敏感军工领域，必然就会产生疑虑。
包括可能潜在的所谓针对网络安全、能源系统上的
攻击。
美国财政部前资深顾问，曾参与经 CFIUS 审
查的逾 500 件交易案，现在是纽约律所 Stroock &
Stroock & Lavan 特 别 顾 问 Anne Salladin 表 示，
任何涉及芯片的交易都将受到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
(CFIUS) 的严格审查。

32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Basically the fundamental thing that they
look at is, how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company that’s being bought used within the US
government? Are they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sensitive operations?”Anne Salladin 说， 被 收
购公司产品如何使用，会涉及军事方面的敏感应用
吗？这都是美国政府所关注的重点。阿明觉得 ：这
怎么非常像过美国签证填写 DS-160 表格上后面一
些选择题呢？
这 样 子， 比 如 今 年 1 月 份，CFIUS 出 手， 否
决并阻止了中资财团 33 亿美元收购飞利浦业务的
交易。而在此次参与收购的中资财团中就有一家国
有企业——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可能是
CFIUS 否决此交易的原因所在，因为该公司是南昌
市政府出资 4.71 亿元成立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受
南昌市政府委托，管理原机械、纺织、化工、轻工、
建材、电子、二轻等七个工业局办所属国有、集体
企业和南昌市工业合作联社。
可能你们会有疑问，飞利浦不是荷兰的大公司
吗，CFIUS 怎么能插手并否决飞利浦的交易呢？这
主要植根于荷兰与美国的军事与经济上的亲密关系。
来自 Morning Whistle 的之前文章透露 ：依据
CFIUS 发布的针对 2013 年度外资审查的报告，中
国继 2012 年后继续成为了接受 CFIUS 审查最多的
国家，并且成为 2011 年至 2013 年近三年合计受
审查最多的国家。此外，在这份报告中还首次提出了：
美国情报系统认为，外国政府或企业间可能采取协
同战略，收购具有领先地位的美国核心技术研发和
生产企业。就是说，CFIUS 否决或阻止一项交易不
需要解释和理由，意味着 CFIUS 具备享有法定的权
力。
就在本篇文章前提提到的中国财团对于芝加哥
交易所的收购交易，CFIUS 必然也会插手，奥斯顿
律师事务所（Alston & Bird）的国际贸易监管团队
政策顾问 Eric Shimp 说 ：
“美国政府至少国会有部
分人特别关注，一家中国财团一旦交易成功，将使
用芝加哥交易所的所有权，以某种方式来劫持、破
坏美国金融市场，这岂不是一场灾难吗 ?”
因此，CFIUS 早已成为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
的“生死判官”，CFIUS 的否决不用任何解释，不
解释就是解释。那么中国企业想通过收购一些技术
性的公司，从而可以更快地实现自身技术的整合与
创新，因为 CFIUS 的存在，这条路在美国一直都比
较艰难和崎岖。

2015年调查问卷中美往返机票获奖企业：美国矿产金属有限公司，天物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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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字包括所有通过我们EB-5项目申请投资移民绿卡的家庭成员。
所有信息基于2015年9月30日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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