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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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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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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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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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国总商会代表在纽约接待山东企业代表团赴美考察

CGCC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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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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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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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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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中国（广东）– 美国（纽约）经贸合作交流会在纽约举办

13 日，中国（广东）——美国（纽约）经贸
合作交流会在纽约举办。胡春华书记在经贸合作交
流会上做《深化互利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演
讲。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广东省深圳市市长许勤、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帮
办帕特里克 · 桑迪洛、纽约州副州长凯西 · 霍克尔等
出席。本次经贸合作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商务厅以及美国中国总
商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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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快形成创新型经济格局。胡春华表示，广东
将积极加强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继续扩大双向投
资，全面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双赢，为
中美友好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广东和美国纽约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对
未来发展充满期望，纽约和广东可以成为发展经贸
合作伙伴关系同路人的典范。”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
帮办帕特里克 · 桑迪洛在发言时做了上述表示。他
说，纽约有非常好的投资项目和环境，而广东是中
国经济创新的领跑者。纽约州目前已拥有 7 个“中
国省与美国纽约州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办公
室，他们将帮助双方企业寻找更多商机，为双方拓
展贸易投资合作、密切人员往来提供助力。

1784 年美国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
程驶往中国广东，于 1785 年 5 月回到纽约，这次
航程开启了中美商贸往来的历史。231 年后，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率广东省代
表团又在这灿烂的 5 月访问纽约。

胡春华在经贸合作交流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加
强省际友好交流，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把中美两国
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是此行的主要目的。
他说，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步。2015 年 GDP 达 1.17 万亿美元，
总量接近全国 1/9，居全国第一，人均 GDP1.08 万
美元，在中国处于较高水平。广东高度重视与美国
的经贸交流合作。美国为广东第二大贸易伙伴，广
东为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未来一段时期，广东的
主要任务是推进结构调整，将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依托新技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互联网 +”行动计划，坚持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

广东省深圳市市长许勤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致辞时说，地方合作是
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也
是两国合作最能惠及民生的最直接方式。广东省是
中国的经济大省，一直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广东省也是中美省州合作的先行者和领跑者，是中
美省州合作的典范。今天的经贸合作交流会更是中
美政府部门、企业界广泛对接、深化合作的一次盛会，
将广东省与美国的合作这艘巨轮装上更加强劲的引
擎，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纽约州副州长凯西 · 霍克尔

纽约州副州长凯西 · 霍克尔女士说，中美两国虽
然相距遥远，但在经济利益上却是一致的。中美均
为世界经济强国，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纽约
州重视中国省与美国州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纽约
州对全世界开放，尤其对中国投资者开放。纽约市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城市，文化包容、经济发达，欢
迎更多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本次经贸合作交流会由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主
办，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商务厅、美国
中国总商会承办。涵盖了金融、互联网 +、高科技
及先进制造、医疗及生物技术、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的企业如高通、尼尔森、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沃
尔玛、雅诗兰黛等 200 多家美国世界 500 强企业负
责人，以及招商银行、万科、比亚迪、美的、格力、
大疆、北科、迈瑞、唯品会等 85 家中国优质企业高
层代表参会。
在当天的经贸合作交流会上，现场还签署合作
项目 28 个、金额达 41.4 亿美元。此外，大会还设
置了金融合作、互联网 +、科技创新等 3 场行业对
接活动，推动双方企业界深化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
作。

胡春华书记在经贸合作交流会上做《深化互利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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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做客美国中国总商会“名家讲坛”:“ 构建立体低碳纽约”

彭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做客总商会，为总商会团队主持本年度第二场“Lunch and
Learn”职业培训
2016 年 4 月 14 日， 星 期 四， 彭 博 有 限 责 任
合伙企业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部总经理
Michael McDonough 先生来到总商会办公室，主
持了当天的“Lunch and Learn”职业培训项目。
他与总商会团队共进午餐，并交流分享了他的人生
阅历和工作经验。

201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晚，美国中国总
张跃，男，1960 年生，湖南郴州人。现任远大
商会（总商会）特邀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于纽约普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1978 年，就读于师范专科学校
林斯顿俱乐部举行了“构建立体低碳纽约”研讨会。 （现湘南学院）美术专业，后进入郴州市一中担任美
这是总商会“名家讲坛”系列在 2016 年的第二场
术教师。1984 年，辞职下海。1988 年，已辞去教师
活动。
公职 4 年的张跃，与刚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
弟弟张剑一起研制出无压锅炉，并获得专利，在湖
超过 80 位总商会会员以及来自政府机构和商
南郴州注册了郴州温泉采暖设备厂 ( 后改郴州热工
业领域的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研究所 )。几年后，当张氏兄弟研制出国内中央空
经济商务参赞周善青和纽约最大的传统开发商之一
调行业第一台直燃机时，张氏兄弟事实上已经是国
瑞联集团（Related）董事总经理 Dan Fulop 也出
内乃至世界空调界直燃机的领先者，技术独到而又
席活动并致辞。
利润丰厚。1992 年与其兄弟在湖南长沙创办远大空
超过 80 位总商会会员以及来自政府机构和商
调有限公司，到 1996 年远大直燃机技术达到世界领
业领域的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先水平，产销量全球第一。
经济商务参赞周善青和纽约最大的传统开发商之一
瑞联集团（Related）董事总经理 Dan Fulop 也出
席活动并致辞。

McDonough 先生说 ：
“在与美国商界、政界
人士进行交流时，一些人往往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把
握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而是过于关注某
个局部问题。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的负面判断
很多来源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如果真的去进行一个
全面的了解，中国正在推动的产业升级、创新经济、
自贸区建设都是积极信号。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
当去向大众传递真实的信息而非误导舆论。”在谈到
他个人的职业发展经验时，他分享道 ：
“人们需要把
经历与资源花到自己能把控的问题上，这样才是最
高效率的。”
此 活 动 是 总 商 会 团 队 成 员 的“Lunch and
Learn”职业培训的第三场。总商会旨在借助资源
优势，邀请会员企业领导做客我会，交流与分享他
们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企业
领导们支持并参与此项活动，也欢迎希望参加这类
活动的职场年轻伙伴们与我们取得联系。

麦德能简介
麦德能先生是彭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他常驻
纽约， 负责彭博专业服务系统内所有和经济学相关
的业务策略和内容。彭博专业服务是全球最受信赖
的金融数据、新闻、研究和分析平台。
此外，麦德能先生还管理着彭博行业研究部门
遍布全球的经济学家团队，彭博行业研究部门对行
业、公司和全球经济进行研究并将成果提供给彭博
专业服务的用户。彭博的经济学家团队就全球宏观

经济数据、政策和趋势提供深入的分析，并参与国
际大型金融会议和客户会议。
最近，麦德能先生还在彭博专业服务与 Markit
就关键经济指标的实时信息以及与密歇根大学就该
校消费者信心调查数据的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前，他在香港工作三年多，专注亚洲经济特
别是中国经济的研究，同时还负责彭博简报在亚洲
的运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新闻发言人，他的观
点被全球的媒体广泛引用。
在于 2010 年加入彭博之前，麦德能先生在亚洲
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顾问，为对冲基金、银行和政
府机构就宏观交易策略提供咨询。他还创立了菲亚
特经济学——一个全球性的金
融和经济博客。此前，麦先生在德意志银行作
为战略家和经济学家研究拉丁美洲，后来转入美国
经济团队。
麦德能先生是全美商业经济协会（NABE）会员，
并担任 NABE 国际圆桌分会主席。

亚洲协会和美国中国总商会共同举办招待会和特别展览，展现洛克菲勒三世私人收藏品
亚洲协会和美国中国总商会共同举办招待会和
特别展览，展现洛克菲勒三世私人收藏品
2016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由亚洲协会和美
国中国总商会（总商会）共同举办的招待会和特别
展览在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
吸引来自双方机构的共 80 余名会员代表参加。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
周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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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总经理 Dan Fulop

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致开
幕词。他强调了文化在强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和人才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举例说道：
“一
带一路战略就是该现象的实际体现，它为相关区域
的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以及技术交流提

供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演讲结束后，会员代表们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
下参观了该次特殊展览 –“In & Out of Context:
Asia Society Celebrates the Collections at 60
and Kamakura: Realism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Sculpture of Japan“。本届展会收集和展示了洛
克菲勒三世（1906 年至 1978 年）和布兰切特洛克
菲勒胡克（1909 至 1992 年）的亚洲艺术品私人收
藏。即使脱离其原有的文化背景，这些艺术品仍然
可以作为了解人才，技术，创新和深厚的亚洲历史
的渠道。在此次展会上，古代与当代艺术品共同引
发了人们对艺术创作和艺术呈现方式的思考。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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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新闻主播麦克 · 沃克做客总商会，为总商会团队主持本年度第三场
“Lunch and Learn”职业培训

（来源：中建美国公司）

201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中央电视台北美
分台晚间新闻主播、五次艾美奖获得者麦克 · 沃克
（Mike Walter）先生及其夫人沃克传媒制片人凯特
· 沃克（Kate Walter）做客总商会办公室，与总商
会团队就如何与西方媒体发展良好有效的合作关系
进行了分享与交流。
沃克先生说道 ：
“新闻媒体的使命就是将事实呈
献给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应当遵循平衡报道
的原则，尽可能地将不加修饰的实情报道出来。然
而遗憾的是，目前一些美国媒体出于各种原因，无
法在其对于中国的报道中做到客观中立。我一直在
努力推动这些问题的改善。”他建议，美国媒体将高
度关注即将在中国杭州召开的 G20 峰会，总商会可
以借助这次国际多边会议，为中国在美企业讲述他
们的故事，推广企业形象。

第七届美国中国总商会“中建杯”乒乓球邀请赛完美落幕

和 美 籍 印 裔 物 理 学 家 狄 巴 克 . 乔 布 拉（DeepakChopra）。

麦克 • 沃克简介

在 2001 年，麦克 • 沃克在美国 USA TODAY 电
视直播节目录制中目击了 9•11 五角大楼袭击事件，
麦克 • 沃克 （Mike Walter）曾五次获得美国艾
并将他的目击报告第一时间发布给了英国广播公司，
美奖，目前就职于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CCTV-Amer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加拿大
ica）， 担 任 晚 间 新 闻 主 播， 并 在《 全 景（Full
广播公司。他也曾经担任美国著名节目奥普拉脱口
Frame）》脱口秀栏目中担纲主持。在此期间，麦克
秀的嘉宾。他所撰写的关于 9•11 的报道也被《人
• 沃克与多位中外名人进行了采访和交流，其中包
物（People Magazine）》杂志收录。除此之外，麦
括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 • 盖茨（Bill Gates）， 克 • 沃克也是《Broadcasting through Crisis》和
美籍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美国 NBA 篮球明星 《Covering Catastrophe》两本关于 9•11 事件著作
卡里姆 • 阿卜杜勒 - 贾巴尔（Kareem Abdul Jab的主要贡献人。
bar），美国音乐人贺比 • 汉考克（Herbie Hancock）

美国中国总商会代表在纽约接待山东企业代表团赴美考察
201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美国中国总商会
（总商会）会员代表与超过 20 名的山东企业家代表
团在纽约美富律师事务所举行为期半天的会谈。出
席人员包括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乔磊，中国贸
促会驻美代表张丹青，中国贸促会山东省委员会副
会长宋戈平，总商会法律顾问、美富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刘江以及安永税务高级经理 Qi Wei Chen。
参会人员在会议中讨论了在美投资融资、房地
产、兼并与收购以及税务等问题。双方还就开展投
资领域合作进行了讨论。
山东省与美国有着长期而稳健的贸易投资关系，
尤其是在农业和机电行业领域。2011 年，美国超
过韩国，成为山东省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双方年度
总贸易额超过 100 亿美元。美国也是山东对外投资
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所接纳的山东企业包括海尔、
海信、山东玉皇化工、泉林纸业等。
总商会旨在通过举办此类活动来加强中国省与
美国各区域的沟通交流，促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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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富律师事务所和刘江律师
美富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在多方面领先的国际律
师事务所。我们在美国、欧洲和亚洲主要科技和金
融中心设有 17 家办事处，拥有 1000 多名律师。本
所客户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
《财
富》100 强企业以及科技和生命科学公司。美富已
连续 12 年入选《美国律师》杂志的“A 级律师事务
所”名单，《钱伯斯美国指南》曾将美富评为“2013
年美国年度律师事务所”。美富的知识产权业务部由
优秀的庭审律师和上诉专家组成，并与深谙专业技
术的专利审查和技术许可团队紧密合作。本所强大
的知识产权业务组由全球 150 名律师组成，他们在
为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消费品和生命科学公司处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知识产权争议和战略交易方面首
屈一指。
刘江律师是美富律师事务所纽约办公室的合伙
人。刘律师的业务范围极广，涉及各类银行合规业
务和并购，并且在代表美国及国外金融机构方面具
备丰富的经验。他经常就银行控股公司法、决议方
案设计、美国银行和非银行并购向客户提供法律意
见。他也在代表中资企业在美国的业务扩张方面具
有丰富的经验。

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4 日，由美国中国总商会（总
商会）和中建美国公司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建杯”
乒乓球邀请赛在新泽西州达内（Dunellen ）市顺
利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刘结一大使、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以及总商
会副会长、中建美国总裁袁宁等出席活动。今年的“中
建杯”邀请到了 12 家企业和组织、约 50 人参加比
赛，其中包括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中建美国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交通银行纽约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纽约分行、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绿地美国商
业控股有限公司及新华社北美分社在内的 9 支代表
队参与了个人及团体比赛。美国虎力提升机械公司
及瑞联集团也派代表参加了个人比赛中国银行纽约
分行获得了团体冠军，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及绿地美
国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代表队获得团体亚军，中
建美国公司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并列团体季军。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代表李博超及王沁民分获个人比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刘结一大使、中建美国总裁袁
宁以及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

赛冠、亚军。美国虎力提升机械公司代表 Mathew
Lu 及新华社北美分社代表何德功获得并列个人赛季
军。
自从 2010 年总商会首次举办乒乓球邀请赛以
来，“中建杯”的举行在当地引起了积极反响和广泛
认可，逐步成长为美国地区中资企业的重要年度活
动。活动于每年 5、6 月份在美国东岸举行，一方
面倡导团结合作、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另一方面为在美中资企业和和各机构提供了互动交
流的平台，发挥了团结海外中资力量、增强企业间
友谊、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和增强员工体质的积
极作用。
总商会鼓励会员在未来的文体活动中能发挥所
长，积极参与。总商会计划在 2017 年举办羽毛球
比赛，现特向所有会员企业广泛征集羽毛球比赛的
冠名权，请有意冠名的会员企业与总商会办公室取
得联系。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获得了团体冠军。代表李
博超及王沁民分获个人比赛冠、亚军。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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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行加速进军国际金市 工行买下伦敦 2000 吨金库

专访鑫苑置业美国公司执行总裁梁朝晖 中国的投资对美国房地产仍然是沧海一粟

（文字来源：凤凰财经；图片来源：新浪网）

（来源：搜狐）

伦敦时间 2016 年 5 月 16 日，中国工商银行
控股子公司——工银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正式与
巴克莱银行签署协议，将收购巴克莱银行位于伦敦
的贵金属仓库以及相关的全部贵金属仓储业务线。
该金库可存储 2000 吨黄金，为欧洲容量最大的金
库之一。
收购完成后，工商银行将成为第一家在伦敦拥
有金库并具备运营能力的中资银行。此前，工银标
准已获准加入伦敦贵金属清算公司担任清算银行。
巧合的是，正是巴克莱银行爆出操纵黄金价格
的丑闻，才间接推动了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伦敦黄金
定盘价机制改革，启用新的电子报价系统。
而中资银行受益于这一改革，积极谋求在世界
黄金定价基础系统中更重要的地位。不论是成为伦
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会员，还是收购贵金属
仓库，都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黄金生产国、进口国
试图对世界黄金定价权构成实质性影响的努力成果。

中资行实力大增
伦敦时间 5 月 11 日，工银标准银行公众有限
公司正式获准加入伦敦贵金属清算公司（LPMCL）
的贵金属清算系统，成为该公司 2005 年以来首家
新增的集团成员，此前其成员银行均为欧美大型跨
国银行，包括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银行、
加拿大丰业银行和瑞银集团。
对于收购伦敦贵金属仓库，工银标准相关负责
人对《每日经济新闻 ( 博客 , 微博 )》记者表示，此
次收购进一步完善了工商银行的贵金属服务能力，

使工行具备了从零售到批发、从实货到纸货，涵盖
贵金属清算、做市、定盘、仓储及风险管理全流程、
一站式的国际服务标准和实力。
2015 年 6 月 16 日，中国银行获批参与伦敦金
银市场协会黄金定价，从而中国银行成为直接参与
洲际交易所伦敦金定价的首家亚洲银行，也是百年
来首次参与此定价的非西方成员，此后，建设银行
和交通银行也加入到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黄金定价机
制。

在高楼林立的纽约曼哈顿中城，鑫苑地产所在
的 52 号大楼（Tower 52）算不上是最奢华的。这
座 A 级写字楼隐藏在名不见经传的东 52 街中间，
但不管是 51 街还是莱克星顿，从两个占据纽约要
道的地铁口出来，分别走不了一百米就能到达 52
号大楼。
事实上，这家总部在郑州、以开发二三线城市
住宅为主营业务的地产公司是第一家进军美国市场
的中资地产企业。

2016 年 4 月 11 日，工商银行正式获准加入伦
敦金银市场协会黄金定价机制，成为伦敦金银市场
协会黄金定盘商。目前，工商银行已升级为伦敦金
银市场协会的现货市场做市商会员。

早在 2007 年，美国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山姆 ·
泽尔（Sam Zell）将鑫苑地产带到纽约，成为在纽
交所挂牌的第一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而如今，鑫
苑地产俨然已经是一家专业的美国企业。

定价之路漫长

2012 年，鑫苑地产宣布独立买下布鲁克林区
威廉斯堡街区一块方圆两英亩的废墟，将其改造成
拥有 216 个单元的高档公寓楼，成为了当时纽约地
产界最轰动的新闻。2016 年，已经成为地标的东
河湾（Oosten）项目将在今年下半年完工，而鑫苑
地产公司又在年初宣布买下曼哈顿中城炙手可热的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圈地，开始了项目规划。

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4 月末，中国
黄 金 储 备 达 5814 万 盎 司， 前 值 为 5779 万 盎 司。
去年 6 月开始，央行的黄金储备处在持续增长中。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 SDR 篮子货币一员的人民
币来说，黄金储备对其币值的支撑意义重大，而黄
金定价权一直掌握在伦敦和纽约两个金融中心的手
中，为了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重人民币在国
际金融市场的分量，在世界黄金定价权中寻求更多
主动权也就成为必由之路。
除了中资银行积极参与伦敦金定价，4 月 19 日，
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了每天两场的集中定价交易，
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金”基准价格。当天，
“上
海金”集中定价合约首日交易早盘涨跌计算基准价
为人民币 257.97 元 / 克，这是全球首个以人民币
计价的黄金基准价格，被市场认为是增强中国在黄
金定价方面地位的一步重要举措。
“黄金市场价格机制的完善，将进一步增强人民
币在黄金等金融要素市场的影响力，发挥人民币的
价值标准职能，打造与中国黄金产业大国地位相适
应的全球人民币黄金定价中心，推动国际黄金市场
体系平衡健康发展。”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
在谈及中国黄金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时表示。当
前，上海黄金交易所已有 63 家国际会员和众多国
际客户，2015 年国际板黄金累计成交 4795.02 吨、
成交金额 11362.61 亿元。
但是，有业内人士指出，伦敦与纽约金融中心
的地位形成是由悠久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因素决定的，
中国争取黄金定价权，还需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资
本账户开放、国内经济基本面稳定发展等方面持续
努力。

作为鑫苑置业的执行副总裁及其美国公司负责
人，46 岁的梁朝晖从 2012 年加入鑫苑地产后不
仅操盘了鑫苑在东西海岸的所有项目，还见证了自
2013 年以来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地产市场的一大波
热潮。
2004 年从沃顿商学院毕业，梁朝晖在多家美
国地产公司积累了大量实操经验。中资投资美国地
产的冲劲足，但难免遇到融资困难以及操作过程中
包括管理成本、团队在内的各种风险。
“在美国和纽约的国际买家熔炉中，中国的投资
仍然是沧海一粟，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梁朝
晖指出。

中资对美地产投资大趋势
《21 世纪》：最近很多中资的开发商、金融机构
都进入美国地产市场，纽约尤其出现了不少标志性
的大项目，很多出价可能比几个月前上一个买家增
加了几千万。你观察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梁朝晖 ：我们观察到最近这几年中资对美国房
地产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高潮可能是从 2013 年开
始，2014、2015 年的增长更加明显，到今年一直
还在增加，我们也认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参与到这个市场中的不仅有大的金融机构、保
险公司，也有国内的大小型开发商。
目前观察到一些中资机构出价会比较高，从商
业角度看，有的价格已经达到了难以收回投资成本
的地步。比如，在投资一些老旧酒店资产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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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后期的投入才能把它升级成为一个符合现代需
求的酒店或符合市场需求的其它类型物业，这种投
入不仅与经济成本有关，更牵扯到当地政府规划、
法律甚至劳工市场的特殊性，这样的投入是否能够
达到经济效益还值得商榷。
此外，美国的房地产项目融资也与中国本土不
太一样。金融危机后当地金融机构向开发商提供贷
款越来越困难。一部分中国开发商与当地机构合作，
以此拿到更多本地融资 ；另一部分中国开发商利用
“内保外贷”等国内的融资方法，这种特点成为国内
机构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不是最有资本效率的方
式。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讲，股本资金成本是非常高
的，从纽约一般开发项目的资本架构来看，1/3 到
4/10 这样的范围为股本投资，剩下的应该是债务投
资。债务投资就是在开发过程中，以开发土地作为
抵押获得贷款，这样资本回报率比较高。
《21 世纪》：你觉得这些中资开发商在美国面临
的比较大的风险是什么？
梁朝晖 ：两个风险，一个是运营操作风险，大
部分中国开发商没有自己的实操团队，对当地的市
场没有把控，操纵起来对当地游戏的规则不太了解，
包括许多管理人员并没有管理美国团队的经验。当
地事实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比如如何管理承包
单位，承包单位什么背景，等等，这都不是表面上
去做一个尽调报告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需要有在
这边真正操盘过主流房地产项目的一个团队才能够
把它做好。
另外就是融资的风险，就是刚才讲的，国内来
的机构在美国的融资能力有限。
总体来说，中资到美国开发地产的趋势是好的，
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跟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历史相比，
中国资本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所以，不能够自
恃太高，一定要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进行，多学习。

鑫苑的独特定位
《21 世纪》：能不能具体谈谈在美国操盘要注意
的情况。比如，最近纽约房地产市场上涨非常快，
很多人都认为到了顶点，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况？
梁朝晖 ：经过金融危机以后，纽约房地产从
2010 年开始恢复到现在也有六年了。通常来讲，
房地产六七年就是一个周期，因此现在需要谨慎，
但并不是说整个纽约地产处于崩盘的边缘。其根本
原因是，这一轮房市的恢复并非建立在非理性的杠
杆之上。
在经历过 2008 年的打击后，美国的金融机构
非常谨慎，政府监管也越来越严，因此在房地产个
人按揭贷款过程中非常谨慎。作为个人投资者，即
使在市场上就算你的信用、收入都非常好，申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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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将收购酒店运营商卡尔森酒店集团

屋贷款都是很困难的，因此贷款的数额和放贷比远
没有金融危机前那时候那么激进。对开发商的商业
型地产贷款也是类似情况。

（来源：腾讯）

北京时间 4 月 28 日下午彭博称，海航集团旗
下的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卡尔森集团 (Carlson
Hospitality Group，Inc.) 就收购卡尔森酒店集团
（Carlson Hotels）达成协议——“海航旅游集团
将 全 盘 收 购 卡 尔 森 酒 店 集 团， 包 括 其 在 Rezidor
Hotel Group AB (publ) 持有的约 51.3% 股权”。

但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来看，纽约的高端住宅、
奢侈类的地产开发已经到了比较高的一个范围。也
就是说一平方英尺 2500 美元以上的住宅，我们认
为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美国最高端的奢侈住宅目前风险较高

卡尔森酒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跨国酒店管理集
团之一，总部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管理的酒店近
1400 家。今年 3 月外媒传出消息，称海航与雅高
在竞购卡尔森旗下的 Rezidor 集团，交易可能达到
20 亿美元。

《21 世纪》：在这种市场情况下，鑫苑的投资逻
辑是怎样的？
梁朝晖 ：刚才也说到，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美
国最高端的奢侈住宅目前风险已经比较高，因此我
们的定位就是要在中高端里面做最精细、最好的，
就是说不管是在市场好还是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不
管有没有中国的客户来支持我们的情况下，我们都
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理念。我们对
自己的定位是，我们是中国来投资的、本土化、专
业化、集中于打造高端精品的国际地产公司。
那么，我们目前在曼哈顿这个核心市场的售价
范围也就可以基本预计，在每平方英尺（十平方英
尺约为一平方米）的预期定价大概在 2000 美元。
这也是纽约一个双收入家庭比较可以承受的一个价
格范围。
从 具 体 的 投 资 区 域 来 讲， 我 们 的 定 位 是
“Emerging”地区，也就是发展中的、代表经济发
展潮流的地区。目前我们已经投资的两个项目，一
个是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一个是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都是在纽约很有前瞻性，很时尚
的地区。以威廉斯堡为例，20 年前这个地方还是破
旧的厂房、废弃的工业区，比较落后，后来艺术家
先搬过来，将富裕的年轻人都带过来，目前仍然有
增长潜力。我们的目标就是继续找到这样的项目。

第二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团队搜寻有可能出售
的土地。从 2012 年创建团队以来，我们投资团队
加入了很多业界有很多经验的老手，这对通过内部
联系提前锁定资源很有益，这是我们目前运用最多
的一种模式。
第三种事实上更加高级，叫做拿地组合。比如，
一个想要开发的地区有几个不同的土地持有者，需
要依次跟不同的资源沟通，最终做一个好的开发案
例。比如你看上的这个地块审批的时候只能建四层，
但是旁边的一家审批可以建十层，但只建了四层，
那就要去沟通怎么把这个高空权（air right）拿过来。
这是拿地的高级运作，尤其是纽约地区需要这种高
级的操作，而真正能赚到钱，能够有这种比较高的
回报的是这样的运作，但是需要的时间、精力和资
源也都要大很多，我们也正在尝试。

《21 世纪》：这样的投资理念目前效果如何？中
基于上述两点，鑫苑美国的重点就是东西两岸、
国投资者是什么样的投资理念？
两个走廊。一个走廊叫东北走廊，从华盛顿沿海到
波士顿，以纽约为放射中心。另外一个是洛杉矶到
梁朝晖 ：我们的威廉斯堡项目整体分为两期，
湾区、旧金山。
目前我们整个已经销售 70%，第一期已经有入住，
第二期很快结束。已经销售的部分三成买家来自中
纽约拿地法则
国，七成来自美国。
21 世纪》：在你看来这样的资源在纽约还有么？
我们发现投资我们所定位的中高端地产的国内
怎么才能找到？
投资者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一般都有与美国相
梁朝晖 ：纽约房地产市场很成熟，做好项目的 关的经历，一些人在美国工作或上学，一些人子女
可能还有，但是确实需要去挖掘。一个可以确定的 在这边上学，他们对美国甚至纽约都比较了解，也
事实是，纽约没有空地了，有的是没有达到最高的 都是在选择比较后，在威廉斯堡这个国内可能不太
价值利用的一些建筑，开发商可以进行改建或是拆 熟悉的位置进行置业。我们的客户基本都是对美国
掉重建，甚或地块整合和重组，毫无疑问，这增加 文化有所了解，或者对美国主流文化比较接受的人
了寻找和谈判的成本。
群。
目前来看，有三种拿地的模式。第一种公开市
其次，现在市场有很多传闻，中国买家财大气粗，
场操作。卖家通过中介去做营销。但当这个财产已 出手都是大豪宅，但我们的认知并非如此，中国买
经被做成精美的册子被推广的时候，项目要不然是 家非常精，很多都是冲着这个小户型，大的户型现
资源不够好谁也没看上，要不然是多方竞争价格上 在中国的买家还不是很多，反倒是很受美国当地主
占不到优势，因此这种形式比较难以拿到真正好的 流买家青睐。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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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旗下品牌包括 Quorvus Collection、丽
笙 蓝 标 (Radisson Blu)、 丽 笙 (Radisson)、 丽 笙
红 标 (Radisson RED)、 丽 亭 (Park Plaza)、 丽 柏
(Park Inn by Radisson)、
卡尔森丽怡酒店 (Country
Inns & Suites By CarlsonSM) 等品牌以及卡尔森
俱乐部 (Club CarlsonSM) 酒店常客计划，在欧、美、
亚、非均有布局。
这当中在中国市场布局最多的是丽笙品牌。目

前在中国，丽笙已经进入了北京、上海、无锡、重
庆 、柳州等 20 多个城市。
除了各个酒店品牌外，卡尔森酒店集团旗下还
有商旅公司嘉信力旅运（Carlson Wagonlit Travel），后者在中国参与了合资公司中航嘉信。
海航旅游集团董事会董事、海航酒店集团董事
长兼 CEO 白海波称，将“通过大幅投资来加快（卡
尔森酒店品牌）的增长”。
不过海航和卡尔森两方都未透露此次达成的收
购协议的交易价格。按照收购协议，在等待相关审
批后，这笔交易将最迟在今年 6 月完成。
按照瑞典收购法规，在完成收购 Rezidor 集团
51.3% 的股权一个月内，海航还需就剩余的 48.7%
股权发起强制要约收购。如果完成全部收购，海航
在酒店版图的布局将大幅度扩张。
根据海航旅游提供的信息，海航酒店集团在国
内外多个重点城市投资和经营了约 500 家酒店。此
前海航也已经收购了西班牙 NH 酒店集团的股份，
并于近期成立合资公司将 NH 酒店引入中国。

工行、农行在美发行人民币计价票据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中国两家大型银行正在美国发行人民币票据，
并为愿意承担一些汇率风险的投资者提供了诱人的
收益率。

点心债市场）的收益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1398.HK, IDCBY, 简称 ：工商银行 ) 表示，计划周五在美国发行
31 天期定期存单，筹集人民币 5 亿元（约合 7,600
万美元），收益率为 2.6%。以资产规模计，工商银
行是全球最大的银行。

中国银行同业拆息的月利率目前是 2.84%，意
味着中资银行可以在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上以更低
的利息借债。

中国工商银行称，计划周五在美国发行人民币
计价定期存单。
全球第三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td. ,1288.HK,
ACGBF，简称 ：农业银行 ) 本周发行了人民币 1.17
亿元的 1 年期票据，收益率为 3.35%。
这两批票据的收益率均远高出 1 年期美国国债
0.621% 的收益率。
但如果人民币贬值，这些人民币计价票据的回
报就会缩水。据周三公布的 4 月份美联储会议纪要
显示，美联储官员上个月讨论了在 6 月政策会议上
加息的可能性。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兑美
元走软。
去年 8 月人民币贬值 3% 曾引发人民币计价债
券下跌，推高了海外市场人民币债券市场（又称 ：

这是去年以来中资银行首次在美国发行人民币
计价证券，将试探美国市场对此类产品的需求。

中资银行海外发债也会促进人民币在境外的使
用，这是去年 IMF 设定的将人民币纳入一篮子储备
货币的条件之一。纳入 IMF 储备货币篮子将意味着
人民币向完全可兑换又靠近一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纽约分行司库长王
仲昆（音）表示，在有利的市场条件下发行人民币
计价债券给在美国经营的中资银行和其他机构提供
了获得低成本融资的新渠道。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是此次债券发行的独家经办行。
据了解上述交易的知情人士称，由于亚洲和欧
洲许多地方的利率已经为负，这些地区的银行和机
构投资者是人民币债券的大买家。投资者称，与中
国有交易的银行也会使用这些短期工具来对冲风险
敞口。
虽然中资银行此前已在美国发行过人民币计价
债券，但新发行的债券将会是第一批在美国结算的
债券。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称，在美国进行
现金转账是人民币在境外使用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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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集团称美国钢铁公司对其三项指控毫无依据 完全不符事实

中国中车成立北美公司 开启全球新征程

（来源：腾讯）

（来源：侨报网）

路透上海 4 月 29 日 - 基于美国钢铁公司 (X.N)
近日对中国宝钢集团阴谋价格控制、盗用商业秘密
等三项指控，宝钢集团周五回应称，这三项指控毫
无依据，完全不符事实，特别是关于宝钢盗用商业
秘密的指控，源于美国钢铁公司的无端猜测和主观
臆断，更是无稽之谈。
宝钢集团在声明中指出，宝钢一贯遵循规则，
尊重知识产权，宝钢从未、将来也不会采用盗偷的
方式获取技术。宝钢一贯重视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
相关技术的发展是公司对研发项目持续投入和宝钢

国航首架波音 787-9 露真容 今年将接收 7 架
（来源：腾讯）

5 月 13 日， 国 航 首 架 波 音 787-9 谍 照 曝 光，
目前国航的相关技术团队已经前往位于南卡罗来纳
州查尔斯顿的波音工厂，进行国航新机型交付前的
相关设备验收测试工作，以保证飞机顺利入列。国
航共订购 15 架波音 787-9 梦想客机，到今年年底
国航将接收其中的 7 架。
从图片可以看出国航即将接收的首架波音
787-9 客机采用国航的标准涂装，飞机搭载两台罗
尔斯罗伊斯生产的遄达 1000 发动机。
早前的报道称，国航首架波音 787-9 全机共有
293 个座位，采用三舱布局 ：公务舱设有 30 个座
位，座椅采用 2-2-2 布局 ；超级经济舱设有 34 个
座位，采用 3-3-3 布局 ；经济舱设 229 个座位，采
用 3-3-3 布局。
网易航空也将派出报道组赶赴位于南卡罗来纳
州的查尔斯顿波音 787 梦想客机工厂，现场报道国
航首架——中国首架 787-9 交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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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人员长期奋斗的结果。
“申请书中的指责是与公平正义精神相悖的，是
对宝钢和宝钢广大研发人员的不敬和泼污，我们对
此感到震惊和愤怒。宝钢将会依据相关国际规则和
法律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声明指出。
美国钢铁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
请求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碳钢和合金钢产品提起 337
调查。在该申请书中，宝钢受到阴谋价格控制、盗
用商业秘密、伪造原产地三项指控。
宝钢集团是宝钢股份 (600019.SS) 的母公司。

近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车）成
立北美公司。这不仅是中国中车第一个海外区域公
司，也是其首个海外一级子公司。这是中车国际化
战略调整的标志，中车在全球高端市场正在开拓着
宏大的计划。

品的技术、运营商资质均有严格标准。中车能在美
建厂并赢得美国地铁订单，充分说明美方对中车技
术和价格等综合优势的认可。

据北京财新网援引中国中车相关人士报道，北
美公司首任董事长为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原主要
负责海外业务的副总经理倪胜义。北美公司负责美
国及加拿大地区业务统筹，代表中国中车开拓北美
市场。

中国中车总裁奚国华称，未来中国中车将成为
总部设在中国的跨国企业，
“中车中国”、
“中车美国”、
“中车欧洲”都是中车品牌的一部分。

对北美公司的成立，中国中车总裁奚国华表示：
这是中国中车国际化战略调整的标志，未来中国中
车海外拓展要从过去的“游击战”转向“阵地战”，
中国中车要在美国“生根发芽”。对于国际化战略的
具体实施过程，奚国华还强调了中国中车的“三本”
计划，也就是实现本土化制造、本土化采购和本土
化用工。
中国中车近年来在美国可谓动作频频。5 月 12
日，中国中车联合同济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共同建设的中美轨道交通联合研发中心成立；
5 月 14 日，中国中车 - 密西根大学先进制造联合研
究中心揭牌。
而更早前，2014 年 10 月，中国中车获得美国
波士顿地铁红线和橙线共 284 辆列车采购合同，该
合同价值 5.67 亿美元。2016 年 3 月 10 日，中国
中车联合体再次获得美国芝加哥价值 13 亿美元，
共 846 辆轨道车合同。这也是中国中车全球地铁招
标史上最大订单。

当然，中国中车的海外战略还不仅仅是在北美，
中国中车就其海外市场拓展还有着宏大的计划。

中国中车相关人士也透露，除北美公司外，中
国中车未来计划成立的海外区域公司多达 11 个，
将覆盖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区域，包括南美、南非、
欧洲、俄罗斯、大洋洲及东南亚地区。这些公司的
级别是否为同为一级子公司将视区域业务重要性而
定。
据新华社报道称，目前，中国中车产品出口到
全球 101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六大洲的十一个市场
区域。在中车的全球版图中，亚非拉是中国传统市
场，此次成立北美公司，无疑是意在扩大欧美市场，
进入高端市场与竞争对手正面较量。
马其顿动车组项目既是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首个
动车组项目，也是中国动车组产品符合欧洲铁路互
联互通技术规范（TSI）要求进入欧洲市场的第一单。
这一项目的成功，为中车进一步拓展高端欧洲市场
带来示范效应和深远影响。
中车海外并购步伐从未停歇，收购英国从事
IGBT 核心技术研究的丹尼克斯公司以及其他有研发
实力的公司不断开拓业务范围，添加新的增长引擎。

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目前至少规划了纽约至
波士顿、纽约至华盛顿、东北走廊、加州高铁、加
州马德拉高铁、达拉斯沃斯堡至休斯顿、沙漠快线
等近十条高铁线路。其遍布全美的 23 万公里铁路网。
据此估计，美国对机车车辆有着持续旺盛的需求。

2016 年 3 月 19 日，奚国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经济峰会上表示，中国中车“十三五”期间海外
市场订单总量要比“十二五”期间翻一番。也就是说，
到 2020 年中国中车海外订单总量要达到 150 亿美
元左右（约合 981 亿元人民币）。

中车副总裁余卫平曾公开表示，中车在美投资
意味着中国高端装备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实现了
从产品输出向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从产品合作向
产品、技术、服务、管理全方位合作的巨大转变。
余卫平认为，美国是地铁的发源地，对轨道交通产

中国中车 2015 年净利润 118.18 亿元，同比
增长 9.27%。其中海外营业收入继续高速增长，达
265.71 亿元，同比增长 66.91%。中国中车国际业
务全年实现签约额 57.81 亿美元（约合 378.28 亿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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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携大手笔力作 Manhattan View at MiMA 问鼎纽约时代广场核心区高端住宅

“领空”争夺战加剧 南航 55 亿买 10 架波音飞机

（来源：网易新闻）

（来源：金融界）

利策得奖设计师 Frank Gehry 设计的百老汇剧院，
FIKA、Kava Café 和即将开业的 Treehaus 有机超
市等众多优质餐饮零售店铺，生活在这里的住户会
感到十分便利。并且，MiMA 大厦地处中城西区，
位于曼哈顿核心地段，周围极为繁华。剧院、餐馆、
商场、金融街、哈德逊临河公园以及纽约现代史上
最大的开发项目之一哈德逊园区，都能方便到达。
服务 ：一流管家，全方位呵护
2016 年 5 月 3 日， 由 上 海 建 工 美 洲 公 司 与
美国本土跨富地产合作开发的纽约高端住宅项目
Manhattan View at MiMA 在纽约正式发售。这是
上海建工进军曼哈顿的住宅项目之一，由享誉全球
的室内设计大师 Jamie Drake 操刀设计。
该项目占据了曼哈顿 MiMA 大厦 63 层高的最
顶部 13 层，位于纽约西 42 街 460 号，地处曼哈
顿中心黄金地段，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时代广场及
商业步行街，步行 15 分钟可到达各大世界 500 强
企业的总部。项目周围环绕着剧院、卡内基音乐厅、
林肯中心、中央公园、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文化胜地，
是极为稀缺的居住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美国知名设计大师 Jamie Drake 的首个公寓作品。他与著名设计师 Michael Gabellini 及 Alexandra Champalimaud 一
起，共同打造了 Manhattan View 极具现代感的居
住空间。
Michael Gabellini 及 Alexandra Champalimaud 负责的是项目精典公寓的室内设计，前者是
纽约 Gabellini Sheppard 设计事务所合伙人，擅长
运用空间与光，曾带领团队让纽约地标建筑 Rainbow Room 焕然一新 ；后者以设计细节著称，同样
拥有自己的事务所，以高水准的室内设计定制服务
闻名纽约。Manhattan View 每一套公寓均采用奢
华的装饰饰面及宽板橡木地板。双层玻璃落地窗的
设计可让居住者观赏到哈德逊河甚至是远处大西洋
的景色。公寓中每一个功能空间都挑选全球最高端
配置，如厨房使用德国顶尖品牌 Gaggenau( 嘉格纳 )
的电器、卫生间使用 Jamie Drake 独家定制水龙头
及配件等。
此外，项目还为每位住户配备了顶尖的智能家
居系统，包括有专门 App 的温控系统 、居住氛围
调控系统和可视对讲系统，用手机即可控制的门禁
系统以及其他更多智能家居设备。
用设计师 Jamie Drake 的话来说，
“Manhattan
View 的每一套寓所都拥有独特与绝佳的视野，而
我们的设计与其相得益彰。”
位置 ：方便出行，纽约时代广场旁核心区位
Manhattan View 所 在 的 MiMA 楼 内 有 由 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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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吸引眼球的大师级室内设计，高端的私人
管家式服务也是 Manhattan View 的亮点之一。
据了解，该项目设有全天候门童及由纽约知名
礼宾服务公司 Luxury Attaché 奉上的私人管家服
务，可满足住户足不出户尽享曼哈顿城中的无限魅
力。而且楼内的 M club 私人会所将进一步提升居
住体验。该会所拥有 44000 平方英尺全方位娱乐设
施，私人住户专享的 Equinox? 健身中心（室内温
水泳池、瑜伽房、全场篮球场）、3 块占地 14000
平方英尺且绿意盎然的室外露台（配备了户外用餐
及烧烤设施）及其他运动、休息、办公休闲区域，
同时还提供多样化的宠物服务。
市场 ：填补空白，地处纽约最蓬勃发展区域的
高性价比
目前，海外房产高端市场炙手可热，赴美子女
教育人群也日益增多，纽约紧缺的商品住宅价格往
往令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在美国曼哈顿这样寸土寸
金地块，周围的楼盘基本为只租不售，MiMA 的出
现可说是高端住宅市场杀出的一匹“黑马”，让人眼
前一亮。
该项目仅有的 151 套房源定价极具性价比 ：
•

单卧室 Studio 起价 137 万美元

•

单卧室套房起价 170 万美元

•

双卧室套房起价 290 万美元

•

三卧室套房起价 480 万美元

此外，由于项目还独有纽约地税优惠政策，买
家持有房产的成本也变得更低。
因此，Manhattan View 可以说是同时满足了
人们对于设计、服务和性价比的高要求，以全方位
的优势填补了海外房地产市场投资及自己未来教育
的空白。
除了这些优势以外，Manhattan View 项目的
开发商实力也不容小觑。上海建工美洲公司是上海
建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美国正式成立已近三十
年，足迹遍布整个美洲大陆 ；在集团的整体发展计
划和战略布局的指导下，在多个国家进行了项目建
设和开发。其中，在美国纽约及加州地区投资开发
的项目总额已达数十亿美元。

航空公司“领空”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
南 方 航 空 股 份 (4.67 +2.19%)（01055.HK）26 日
下午公告，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当日与波音公司签
约，购买 10 架 B737-800 飞机，按目录价格计算
约 8.51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55.2 亿元）。
这是半年内南航第三次出手买飞机。智通财经
梳理发现，包括东航（00670.HK）、国航（00753.
HK）近期也是纷纷或是出手或是准备购买飞机，加
大运力争夺“领空”成为国内航空业三大巨头的共识。

南航半年内买下 130 架飞机
根据公告，上述 10 架 B737-800 飞机计划于
2017 年至 2018 年分批交付厦门航空，交易所涉金
额将以美元分期支付。具体支付方式为在飞机交付
前，厦门航空先分期支付部分预付款，然后厦门航
空于每架飞机交付日再付清余款。
南航称，此次交易将使集团运力增长约 1.8%，
同时有利于厦门航空优化机队结构，并带来更佳的
成本效益表现，有助于提高厦门航空的经营效益及
市场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交易达成前的上个星期
三，南航发布一项公告，称子公司厦门航空获准发
行人民币 100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智通财经了解到，波音 737-800 是传统型波音
737 飞机的改进产品，可载客 162-189 名，不但增
加了载油量，而且提高了效率，这都有利于延长航程，
具有简捷且运营和维护成本十分经济的特点。
事实上，这只是南航半年来大肆购买飞机的其
中 一 次。 去 年 12 月 23 日， 南 航 收 购 10 架 空 客
A330-300 飞机，每架代价 2.27 亿美元 ；去年 12
月 17 日，南航及其控股子公司厦门航空于同日分
别与波音公司签订了一系列购买合同，其中南航购
买 30 架 B737NG 和 50 架 B737MAX 飞机，厦门
航空购买 30 架 737MAX，目录总代价超过 100 亿

美元。
如此大手笔的购买飞机，或与南航经营向好有
关。智通财经查阅资料发现，南航去年实现营业收
入 1114.67 亿元，同比增长 2.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1 亿元，同比增长 117.20%。

三巨头争买飞机抢“领空”
目前国内航空市场仍处于需求大幅增长时期，
加之低油价的利好，目前航空企业均加大飞机购买
力度。
今年 1 月份，东航获准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
资 150 亿元。其中 30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120 亿元用于购买 28 架新一代四大主力机型飞机。
而在 2015 年下半年，东航已耗资超过 510 亿
元人民币，签下 65 架飞机。其中 2015 年 7 月 9 日，
与波音公司签订协议，向其购买 50 架 B737 系列
飞机，合计约为 45.55 亿美元；2015 年 8 月 14 日，
与空客公司在上海签署飞机购买协议，向后者购买
15 架空客 A330 系列飞机，合计约 36 亿美元。
另一大航空巨头国航也不甘示弱。去年 6 月初，
国 航 控 股 子 公 司 深 圳 航 空 向 波 音 公 司 购 买 46 架
B737 客机，基本价格 43 亿美元。今年以来，国航
更是先向波音公司购买 6 架波音 B777-300ER 飞机，
基本价格合计约为 20.51 亿美元 ；后又向空客公司
购买 12 架空客 A330-300 飞机，基本价格合计约
为 29.27 亿美元。
对于购买飞机的原因，三大航空公司均表示，
交易将扩大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机队的运载能力。
“在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可能都处于贬
值状态，大型航空公司需要大力调整负债结构。”业
内人士指出，不过，预计低油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仍将维持，且目前航空企业正处于运输旺季，成本
下降与需求上升的双向叠加，将继续利好航空企业
业绩，预计未来航空业基本面仍然向好。

专访 ：中国中粮农业看到美国公司有浓厚合作兴趣 -- 执行长
（来源：路透社）

路透纽约 5 月 19 日 - 中国国有农产品贸易商
中粮农业执行长 Matt Jansen 表示，农作物处理方
面的潜在美国合作伙伴具有浓厚兴趣，这些公司很
想提高对华销售。
“其中多数是向东看、试图参与中国市场的西方
公司，”Matt Jansen 在纽约的满地可银行投资者大
会间隙表示。
Jansen 拒绝透露，中粮农业目前在与多少家公

司认真展开磋商，也未透露公司扩张计划的预算。
他说，今年收购规模达到至少 10 亿美元也不是没
有可能。
“很多人对进入中国市场真的很感兴趣。至于他
们是否愿意卖出自己的业务，则是另一回事了。”
Jansen 拒绝透露他是否对 Andersons 感兴趣，
后者周三拒绝了 HC2 Holdings(HCHC.A) 提出的
10 亿美元收购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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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在美国发行银联信用卡 为国内商业银行首例

万科美国第九个项目落地西雅图 将建 43 层出租公寓

（来源：路透社）

路透上海 4 月 27 日 - 以资产计中国最大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进军美国信用卡市场，周二在纽约
发行首张信用卡，这既是中国商业银行在美国发行
的第一张信用卡，也是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张银联
信用卡。
据银联国际新闻稿，此次发行的工行信用卡，
是依托覆盖 157 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联卡受理网络，
以及工行的国际化金融服务平台，为经常往来于中
国及亚太各国的美国居民、美国华人华侨及留学生
群体，提供安全、便捷的支付体验。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希全表示，2016 年恰

（来源：凤凰网）

逢中美旅游年，中美旅游交流正迈入一个全新时期。
此次工商银行与银联合作推出的信用卡产品，是促
进中美经济交流、服务美国本土客户的一个有力举
措。
“工商银行的愿景是成为客户信赖的国际化银
行，在信用卡的发祥地 -- 美国发行首张银联信用卡，
将是工商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说。
美国信用卡市场竞争相当激烈，万事达 (MA.
N)、Visa(V.N)、美国运通 (AXP.N) 等国际卡组织总
部和主要市场均在美国。

从被人起诉到起诉别人 华为的专利反击战
（来源：南方周末）

可使用费也往往成为通信企业重要收入来源。
据华为官方声明，华为多年来先后与几十家业
界友商签署了许可协议。这种协议在科技领域很普
遍，并能够让不同公司的产品得以互通、共享技术
数据的模板。
近几年，华为通过专利运营获得高额利润。就
去年向苹果许可专利 769 件，苹果公司向华为许可
专利 98 件，业内人士估计，苹果公司至少要向华
为支付数亿美元的专利费用。
不过，华为的知识产权部部长丁建新表示，华
为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获得三星一些技术的使
用权作为交换”。
早年华为因专利问题被别人告，如今角色反转，
同样因为专利，华为告了三星。
5 月 25 日凌晨，华为公司宣布，在美国加州北
区法院和中国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三星公司提
起知识产权诉讼。
据彭博社最新报道，在向旧金山联邦法庭提交
的诉讼文件中，华为声称三星侵犯了与第四代移动
设备 (4G) 行业标准有关的 11 项专利，要求三星对
华为做出现金赔偿。
路透社称，5 月 25 日，三星对此正式回应，
“我
们会对诉讼做彻底评估，并采取适当行动维护三星
的业务利益。”
这并不是第一次华为提起诉讼。2011 年 4 月，
华为曾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对中兴提起诉讼，称
中兴侵犯其数据卡和第四代移动通讯系统（LTE）
专利，并非法使用华为的注册商标。而在次日，中
兴即在国内反诉华为。
在通信领域，专利市场一直是最为激烈的战场。
这是一个专利密集且互联互通的行业，而专利的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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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通信技术在走向国际舞台之时，就
在知识产权方面屡遭起诉。2003 年 1 月，思科在
美国指控华为在路由器源代码等多项技术方面侵权。
2009 年，华为还曾遭遇摩托罗拉在美国发起的专
利诉讼，指控华为非法窃取摩托罗拉的商业机密包
括最新的手机技术。
华为在海外的知识产权遭遇还只是专利行业的
冰山一角，苹果公司在专利方面曾起诉三星，同时
也屡遭起诉。从 2011 年 4 月开始，苹果就起诉三
星在知识产权方面抄袭，并在十多个国家开始了长
达近 5 年的诉讼。而苹果公司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
专利大战中获得高额赔偿。
不过也正是因为早年在专利方面交了大量“学
费”，才让华为更加重视起研发，每年都会将上年度
销售收入的 10% 投入到研发中。去年华为在研发
投入上的投入达到了 596 亿元人民币（92 亿美元），
占销售收入 15%。
高额研发投入让华为成为底层通信领域专利技
术大户。截至 2015 年底，华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累
计获得授权专利 50377 件。

5 月 11 日“西雅图日”活动上，万科与美国房
地产投资和开发公司 Laconia Development 签约，
双方将共同在美国西雅图市核心地段开发建设一栋
43 层出租公寓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接近西雅图标志性的太空针塔
以及亚马逊新的 31 万平方米企业园区。而该项目
也成为万科在美国落地的第九个项目。
王石于会上表示，深圳 90% 的创新型企业是
本土企业，仅靠本地企业会有瓶颈，深圳的知名品
牌要如何实现国际化，需要向西雅图这样的高科技
创新科研中心学习。
资料显示，万科美国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总
部位于纽约，在旧金山有办公室，主要以股权投资
合作的方式和美国著名开发商合作。Laconia Development 是美国西海岸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房地产
投资和开发公司，在美国各地有四十多年的开发经
验。
据统计，美国万科此前的 8 个项目均为合作开
发项目，其中 7 个为住宅项目，一个为商业地产项
目。目前，4 个项目已动工，旧金山的第一个项目
已接近交付。而其在美国的第 2 个项目纽约“东 53
街 100 号”也于去年 10 月底正式开售。

华为荣耀携手美国福斯影业 推出《X 战警》周边
（来源：环球网）

阿联酋《海湾时报》5 月 19 日报道，华为宣布
与美国福斯影业及帝国国际娱乐合作，在《X 战警 ：
天启》上映之际推出荣耀电影周边产品。
华为荣耀作为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品牌之一，
为吸引中东市场消费者，决定与二十世纪福斯影业
及帝国国际合娱乐合作。对华为荣耀来说，此次最
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前所未有，公司此举的目的也是
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
荣耀粉可以在 5 月 31 日前登录华为官网，抢
购荣耀最新机型——荣耀 5X，同时还会获得《X 战
警》周边大礼包，包括《X 战警》激光键盘及 U 盘。
在此期间，购买荣耀 5X、荣耀 7 以及荣耀 6 Plus
的消费者能额外获得《X 战警》定制手机壳。
华为表示，新片《X 战警 ：天启》中的两点内
容与华为品牌精神不谋而合，那就是技术与勇气，
所以此次合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华为一直把消费
者的需求放在首位，因此总是与技术、音乐以及娱
乐领域的公司进行合作，紧跟潮流。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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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在美国推智能工具 替用户选对空调

中兴 Axon 天机 7 靠什么搅动市场

（来源：环球网）

（来源：新华网）

美国海尔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汤姆 • 凯莉解
释道 ：
“选择一款空调不光要看功率。人们普遍犯的
错误是认为空调概率越大，制冷能力就越强，但事
实并不是这样的。功率不合适的空调不仅不能有效
制冷，还浪费能源。”
海尔共有四款室内空调可选 ：

夏日里要保持清凉，最头疼的事就是选错了空
调。好在海尔公司不光卖空调，还全程指导顾客选
择适合的空调，“AC SmartSelector”就是海尔公
司推出的智能选择工具，让顾客结合自己的房间大
小、装配方式 ( 壁挂式，窗式 )、窗户大小、制冷 /
热的选项以及排放量来选择最合适的空调。

•

轻便式空调

•

窗式空调

•

穿壁式空调

•

无管迷你分裂式空调

轻便式空调最适合卧室、办公室这样较小的封
闭空间。它既高效，可移动又强，大多用户会选择
把它安装在滚轮上，这样一来可以方便在房间之间
移动。另外，轻便式空调必须通过窗户将室内的热
量导出到室外来达到制冷效果。

作为老牌的手机厂商，中兴无疑在技术沉淀和
专利积累方面是有优势的，但从数字来看，中兴手
机的销量并不尽如人意。在技术驱动和消费升级大
潮中，用户对智能手机的需求和预期逐渐提升，而
中兴在产品、渠道方面显然慢了一拍，曾学忠认为，
中兴的问题是“‘笨’企业遇上了快时代”。
本次发布的中兴 Axon 7 显然希望通过旗舰产
品的引领来重新打造中兴高端手机的品牌形象。中
兴 Axon 7 产品隶属于中兴手机高端产品线，从设
计、配置和品牌方面都经过仔细考量。
中兴表示，Axon 天机 7 面向的市场人群为高
端商务精英。设计方面，Axon 天机 7 由中兴通讯
终端产品设计中心与宝马集团创意咨询合作，采用
全机身无螺丝的极简设计，并纳入超跑元素，手机
呈现金属一体化流线型机身，拥有舒适的握感，在
众多手机“神似”苹果的现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 ID 设计语言，辨识度相当高。

万达欲 40 亿美元收购 UFC 曾 6.5 亿刀购铁
人公司
（来源：网易）

今天，《ESPN》报道称，美国终极格斗锦标赛
（UFC）经营商拟出售有关业务，估值高达 35-40
亿美元。参与竞购的买家中，包括万达、华人文化
产业投资基金、百仕通集团及 WME/IMG 等大公司。

从配置来看，中兴 Axon7 的硬件配置高出一筹，
搭载高通骁龙 820 处理器，6GB LPDDR4 高速内存，
128GB UFS2.0 高速大容量存储，7 模 22 频双卡双
待双 4G，3250 毫安时大容量电池等。

UFC 号称目前世界上最顶级和规模最庞大的职
业 MMA 赛事。UFC 目前每年举办超过 20 期的按
次付费的比赛直播，赛事擂台为标志性的八角笼。
此次 UFC 经营商 Zuffa LLC 拟出售有关业务，外界
估值在 35-40 亿美元之间。

在用户的听觉和视觉感官效果上，中兴 Axon7
有较大提升，拥有 5.5 英寸 AMOLED 2K 超视网膜
魔丽屏，配备索尼专业录音笔采用的 AK4961 芯片，
和艾利和 AK380 专业 HiFi 播放器使用的 AK4490
芯片，双旗舰独立音频处理芯片保证了手机的高保
真录放与全程纯音体验，在视听效果上形成自己的
竞争优势。Axon 天机 7 顶配版在扬声器设计上还
采用了手工精心打磨的胡桃木材质，视觉感出色，
也保证了双扬声器具有更佳的音质，做到了实用与
美观的统一。

在参与竞购的名单中，万达、华人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都出现在优先名单上。
UFC 目前的盈利情况良好，两大头牌龙达 - 鲁
西和麦格雷戈成摇钱树。去年 11 月，龙达 - 鲁西
和霍莉 - 霍尔姆在墨尔本阿提哈德体育馆的比赛，
创下了观看人数的纪录。一个月以后，麦格雷戈与
何塞 - 奥尔多的比赛创下了 1000 万美元的门票销
售。
2015 年 2 月 10 日，万达宣布与三家知名机构
及瑞士盈方管理层合作，收购瑞士盈方体育 100%
股权。7 月 7 日，万达与盈方完成了交割，最终以
10.5 亿欧元 ( 约 71 亿人民币 ) 获得瑞士盈方 70%
左右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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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 5 月 30 日电 ( 记者 孙云龙 ) 这一次，
Axon 天机 7 手机的发布，中兴拿出了满满的诚意。
在国内手机市场白热化的竞争面前，中兴通讯执行
副总裁、终端 CEO 曾学忠说，只有在战略层面高度
重视转型，以用户为中心，才能赢得国内市场话语权。
这一次，中兴拿出的不仅仅是一部配置和参数高的
手机，还有中兴对设计、品牌和渠道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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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8 月 27 日，万达宣布以 6.5 亿美元并购
世界铁人公司 100% 的股权，11 月 19 日即完成了
交割。据悉，铁人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铁人三项赛事
运营者和最著名铁人三项赛事品牌拥有者。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当《ESPN》 记 者 本 周 二 就
UFC 出售一事寻求官方态度时，对方给出的答案赛
事“我们不卖”，并拒绝了进一步评论。
据美国消息，万达集团目前成为几家洽谈方中
的领跑者，如果一切顺利最快有望在今年 7 月公布
结果。

中兴 Axon 7 延续了中兴高端手机一贯采用的
语音操控技术，引入全新的智慧语音 3.0，采用了
智能终端周边噪音和体验样本，语音识别率高达
95% 以上，可以让用户心随“声”动，解放双手。
在拍照上，Axon 天机 7 采用了前置 800 万像
素摄像头，后置 2000 万像高清素摄像头配合“滚
珠轴承光学防抖 + 电子防抖 + 图像补偿”超级混合
防抖，外加极速对焦，可以让用户“随手拍出好照片”。
Axon 天机 7 提供了高配版、顶配版，有华尔金、

斯坦灰两种颜色可供选择。超跑曲线设计、专业级
HiFi、随手拍、智慧语音，中兴 Axon7 可算是中兴
推出的一款诚意之作。
品牌方面，中兴在 2015 年发力体育营销，曾
经因为美国职业男篮（NBA）金州勇士队的夺冠而
在美国声名大振。中兴在发布会上启动了高端转型
期间首个代言人计划，签约郎朗为 Axon 天机旗舰
系列形象代言人。
“全球化的中兴遇上国际范的郎朗，
为高端人群打造高端品质，以高端用户感染高端用
户，最终带动中兴高端品牌形象的提升。”曾学忠表
示，钢琴巨星郎朗对上音效出色的 Axon 天机 7 非
常契合。
在产品线方面，中兴将全力推进 Axon 天机高
端旗舰系列、ZTE 年轻时尚精品系列、Blade 国民
普及型优品系列。目前来看，中兴已经收缩了产品线，
走精细化产品思路，产品重心逐渐上移，更聚焦中
高端市场。
在渠道方面，中兴表示将推动运营商渠道、社
会渠道和互联网渠道的均衡发展。曾学忠称，中兴
曾经过度依靠运营商，错过互联网渠道。
“中兴在 B2B 市场早已驾轻就熟，而 B2C 消费
者领域还处于进阶阶段，只有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
转型，以用户为中心，才能赢得国内市场话语权。”
曾学忠称，将进行渠道的快速扩展，立足中美欧三
大战略基石，辐射整个全球市场。作为三大战略基
石之一的国内市场，中兴将明确在渠道、品牌和人
才引进的三大投入方向。
好的产品是起点。曾学忠说，
“战略转型不能
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中兴 Axon
7 能否获得消费者认可，撑起中兴手机的高端市场，
还需要在品牌、渠道等多方面精耕细作，这确实是
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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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牵手世行 金立群力促新老东家首次合作
（来源：新浪网）

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当今国际金融格局的新
秀和元老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牵手合作，世界银行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友谊的小船”
正式起航。

当然，谁都无法忽视房间中那头大象的存在。
庞中英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此次亚投行和世界银
行合作，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发生转变肯定是非常
重要的。

来自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的消息显示，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与亚投行
行长金立群在华盛顿签署了两个机构间首个联合融
资框架协议。世行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协议为
双方的合作项目制定了大致的联合融资参数，为今
后双方合作打下基础。

在 2015 年亚投行筹建之初，美国对于亚投行
的创办倡议是不支持的。但 2015 年 9 月份，习近
平主席访美之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奥
巴马和习近平在华盛顿达成共识，认识到以亚投行
为代表的这类新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
贡献者，要按照现有的环境和治理方面的高标准运
作。

世行与亚投行目前正在就 12 个联合融资项目
进行商讨，主要涉及中亚、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交通、
水利、能源等项目。根据协议，世行将为双方联合
融资的项目提供采购、环保、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准
备和监管。
根据声明，亚投行今年将批准 12 亿美元的融
资用于支持开发项目，其中世行参与的联合项目将
占很大一部分。
时代周报记者联络了世界银行驻华机构，意欲
了解两个结构所签署协议更为具体的内容，世行工
作人员表示 ：一切以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已经对外公
布的信息为准，暂时没有更多的有关此次世行与亚
投行之间合作的信息向外披露。
这次与世界银行所签署的首份联合融资框架协
议，是今年年初亚投行正式开业以来，对外展开合
作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曾
在世界银行有 6 年的工作经历，并曾任副执行董事，
在他的力促和见证下，新老东家实现了首次合作。
据报道，亚投行里有一些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过来的工作人员，他们多数
不是中国公民，而是应金立群邀请来亚投行工作的。
亚投行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中心
主任庞中英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开门
见山地对本次合作点了赞 ：
“这次合作是具有战略性
意义的，亚投行的第一步就迈到了世界银行，这是
亚投行在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回应自创办之初到现
在，在国际舆论中所受到的各方面质疑。”

互补大于竞争
“感谢世行在亚投行成立阶段提供了慷慨、及时
的帮助，亚投行期待双方在项目联合融资及其他领
域开展长期且富有成果的合作。”在和世界银行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当天，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这样说道。
而世行行长金墉也对外表示，签署这份协议可
以让这两个机构共同资助开发项目，标志着世行与
新伙伴在应对世界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方面迈出了
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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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习奥会共识提到，鉴于美国领导国际金
融体系已久，拥有丰富的运营和监管经验，美国‘参
与亚投行的合作’符合它的国际金融秩序定位，也
有利于亚投行透明和成功的运营。也就是说，美国
目前对亚投行的态度是‘等着瞧，走着看’。”庞中
英说。
但庞中英同时指出，不能过分夸大美国对于世
界银行的影响，毕竟它是一个有世界上各个国家共
同参与的国际金融组织。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都
身处其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在亚投行也好，
在世行也好，无论哪个框架内，中美两国如果可以
更多地发展金融事业，开发金融事业，都是极为有
利于当今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发展中国家
人民生活的改善”。
相比年轻的亚投行，世界银行是当仁不让的当
今国际金融格局的元老。
在国际政治的理论领域，对于新旧事物之间的
关系，长期以来颇为著名的一个理论 ：
“修昔底德陷
阱。”这个词汇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
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
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而亚投行的首次对外合作，就将橄榄枝伸向了
自己的前辈、行业的“元老”世界银行，似乎为国
际政治经济领域关于新旧事物之间关系的调整提供
了更为新颖的思路。
其实，从数据上也许更能直接感受到，无论是
对于亚洲还是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亚投行与世界银
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空间远远重于所
谓的竞争。
据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估 计，2010-2020 年 10 年
间，亚洲各国要想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
础设施投资至少需要 8 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投资
8000 亿美元。这笔投入中，68% 用于新增基础设
施的投资，32% 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
金。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
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资金约为 1600 亿美元，世界银

行也仅有 2230 亿美元。这两家银行目前每年能够
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 200 亿美元。
所以，从未来业务的操作空间上来分析，世界
银行对于亚投行的合作持欢迎的态度，也就更为容
易理解了。

最值得学习的是规则

韩国以及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任命符合亚投行一直
强调的，自己将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机构，不会被
用来单纯拓展中国的影响力。
“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开行是一个补充，而不
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
不是颠覆。”金立群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在
今年 3 月的博鳌论坛上，他驳斥了中国建立亚投行
是为了制造全球金融体系新秩序的观点，他把亚投
行比作美食街上的一家“新餐馆”：
“一个刚刚开业
的新餐馆，能把整个美食街颠覆？这是很可笑的想
法。”

借着和世界银行签署协议的东风，亚投行的活
力开始广泛释放。今年 3 月 2 日，中国驻塔吉克斯
坦大使岳斌会见由亚投行投资局负责人王虹率领的
代表团。岳斌强调，塔吉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自 1945 年 12 月成立以来，世界银行通过对成
重要沿线国，也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在亚投行筹
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相信亚投行会积极考虑 员国提供中长期贷款和国际投资来促进各国经济的
塔方有关需求，为塔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 恢复和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贷款和投资项目管理经
验，并形成了一整套贷款管理机制，这对亚投行的
和帮助。
业务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亚投行将资
“亚投行的下一步，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习会如
助中亚公路项目。
何适应规则，改变规则和创建规则。”暨南大学国际
除了对外合作的初见成效，2016 年 2 月 5 日，
关系学院教授、世界经济研究专家李皖南在接受时
亚投行官网消息对外公布了 5 名非中国籍的副行长
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级别高层管理人员，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

美国将中国钢铁进口关税提高五倍
（文字来源：联合早报网；图片来源：BBC）

美国指中国以低于市场价销售钢材产品，针对
中国钢铁制造商征收的进口关税将提升超过五倍。
BBC 中文网报道，当地时间周二（5 月 17 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中国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 522%，
并表示这一关税规定将实际上令中国出口至美国的
特定钢材价格提高五倍。
有关税项具体适用的是中国制造的冷轧扁钢，
此类钢材是用于生产汽车、海运货柜和建筑材料。
路透社指，受影响的中国钢铁企业包括宝钢集
团、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溪钢铁特殊钢
有限责任公司等。
这一决定提出的时机，正值中美两国在多个产
品上的贸易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的阶段。双方在包
括鸡肉产品在内的几个产品贸易上均存在分歧，而
钢材更是尤其敏感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的钢铁制造商指，中国正在扭曲全
球市场的秩序，通过对外倾销过剩的产品来削弱它
们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大钢铁制造商则向美国
国 际 贸 易 委 员 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提交了文件，寻求全面禁止

中国钢铁进口。
美国钢铁产业声称，在过去一年，有 1.2 万钢
铁工人由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而遭到裁员。
中国则指，这一产业的问题更应该归咎于疲弱
的经济，而且中国已经采取措施减少钢铁产量。
去年，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冷轧扁钢估计总值约
2.723 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对日本制造的冷轧钢征收的进口关
税则维持在 71.35%。日本在 2015 年出口总值约
1.386 亿美元的冷轧钢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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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对欧洲兴趣超过美国 去年在欧投资增 44%
（来源：新浪网）

第二，在欧元贬值的推动下，欧洲正在去工业化。
像意大利、葡萄牙乃至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为中国
企业在汽车、食品、能源、交通、奢侈品、娱乐和
旅游等领域提供了机会。
第三，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不像中美关系那样竞
争激烈，后者为争夺大国优势而斗争。
第四，尽管这些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
一些单个的商业决策，但它们也源自中国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对外配置资本的政治决策。在
非洲或亚洲，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是为了寻求自然资
源 ；在欧洲国家，重点是获得品牌和技术，在国有
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和主权基金帮助下通过国有企
业扩大中国的足迹。
参考消息网 5 月 22 日报道外媒称，在外国直
文章称，中国交易的增长也与中国和单个欧洲
接投资方面，欧洲已经成为中国首选的西方地区。 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
近几年，尽管投资欧盟存在历史、地理、法律、语言、 收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都与
社会和文化复杂性，欧洲还是吸引了中国寻求投资
中国缔结了自己的一套关系。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机会的国有和私营企业。
“16+1”机制下，这 16 个国家每年与中国举行会晤。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 5 月 10 日刊文称，
与贸易和旅游不同，投资是长期的承诺，中国企业
正在寻求稳定可靠的环境。在 21 世纪前十年，中
国在欧洲鲜有重大投资，而 2010 年以来的数字表
明了真切的投资浪潮。
根据贝克和麦肯齐律师事务所以及纽约荣鼎咨
询公司联合公布的报告，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总量从
2010 年的 60 亿美元增至 2014 年的 550 亿美元。
2014 年至 2015 年，年投资额从 180 亿美元增至
230 亿美元。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经济智库布吕格
尔经济研究所估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如下：
19% 投向欧洲（139 亿美元），13% 投向北美（114
亿美元），后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接收国。
文章称，中国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去年增长
了 44%，今年可能大幅飙升，尤其是头号投资方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预计会收购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
(81.2, 0.68, 0.84%) 公司（交易价值 430 亿美元）。
去年，中化集团 77 亿美元收购了世界最知名
轮胎制造商、意大利倍耐力集团。
另一个投资欧洲的中国大企业是大连万达集团，
它以 3.2 亿英镑并购了英国圣汐游艇公司，并参与
英国和法国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
文章称，欧洲对中国投资者吸引力越来越大有
众多原因。
首先，2008 年债务危机是个关键时刻，当时
中国政府开始购买欧洲债券并投资基础设施企业，
一个例子就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现在，这个港
口几乎全部由中国运营，因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4 月份从希腊港务局收购了一号码头 67%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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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争夺中国消费市场份额，如今它们又
在竞争中国资本份额。在美国，由外国在美投资委
员会审查特定领域和交易中的国家安全问题，而欧
洲国家没有此类机制。

中国企业掀起收购美国公司热潮
（来源：中国日报）

尽管近期中国股市连续走跌，但这仍无法阻止中
国企业对美国公司的疯狂收购。
2015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顺利突破 150 亿
美元。较 2014 年，增长了近 30％，创下历史新高。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纽约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都显示，2016 年将是
中国投资意义非凡的一年。
该报告指出 ：
“2016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OFDI）比往年的增速都快。经济增速方面明显放缓
以及各方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的担忧，这些因素无不
推动着中国海外交易自 2015 年中期开始显著增长。
今年第一季度宣布全球并购交易量创下新纪录，突破
1000 亿美元。
”
大量中国资金纷纷落户北美。截至目前为止，包
括企业兼并购和私人交易在内，已签订完成的交易共
有 72 笔，贸易价值超过 75 亿美元，另外已官宣的
美国本土公司交易另有 27 笔，交易总额超过 330 亿
美元。据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P）旗
下的研究部门 Capital IQ 数据显示，去年同期的交易
仅 59 笔，总额也只有 29 亿美元。

文章称，中国对欧投资并非没有问题。
第一，对中国投资者来说，人力资源是个复杂
的问题，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企业一样，他
们发现难以向欧洲管理者转交权力。在许多情况下，
欧洲雇主扮演着“表面”角色（尽管也有出现欧洲
高层管理者的罕见例子，例如联想集团）。

在欧洲，政府和民间关于欢迎中国投资的长期
利益存在争议。中国形象并非总是正面的，这一点
起不到帮助作用 ：例如，中国对外投资的两大接收
国德国和意大利仍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德国只有
34% 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最后，欧洲对中国许多领域缺乏互惠多有抱怨，
例如金融、电信、媒体、后勤和医疗保健领域。
欧盟希望双边投资条约（如果在今年或明年签
署）的进展可以改善局面。但中国增长模式的改变
会导致资本持续外流，那可能会造成中国超过日本
成为最大的净债权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早始于 2000 年代早期，主
要集中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大宗商品企业，现在拓
展到世界各国和各个领域。 美国亚洲协会北加州分
会与荣鼎咨询公司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近些年来，
中国资金对欧洲和美洲的发达经济体中一些中国本不
擅长的行业也开始有所涉足。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科技创新和不断涌现
的高科技企业促使中国企业近年来越来越看重科技企
业。

第二，创造有限的就业岗位 ：由于缺少透明度，
很难确定中国企业实际上雇佣了多少欧洲人（估计
大约四万人）。
第三，许多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是国家驱动的，
这些企业与银行关系良好，可以轻松获得低息贷款
投资海外，实现其收入多样化。

纽约私人股权投资公司 Corinthian Capital LLC
的高管什雷斯塔（Abhaya Shrestha）提道 ：
“与以
往不同，鉴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金额的显著增加，我
们开始寻找中国买家。事实上，我们正在洽谈出售一
家美国企业，所接触的潜在买家中就有一批是来自中
国的公司。
”

事实上，在今年已完成的 72 笔交易中，有 39
笔涉及科技公司，总价值超 20 亿美元。这其中包括
小米和以中信资本为主的财团买家，分别收购英特尔
的专利组合权和美国豪威科技（OmniVision Technologies）
。
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不仅交易数量渐长，交
易规模也逐年递增。今年平均交易规模达到惊人的
15 亿美元，是去年的 8 倍。
此外，截止今年已官宣的 27 笔交易中，有５笔
交易价值都在 10 亿美元以上，其中包括一些备受瞩
目的项目 ：安邦保险集团斥资 82 亿美元收购奢侈酒
店运营商 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天津天海投
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电子经销商 Ingram Micro 达
成 72 亿美元收购交易（根据协议，Ingram Micro
将作为天津天海的子公司运行，同样隶属于海航集团）
以及青岛海尔出资 54 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的家电业务（GE Appliances）
。
近年来，中国资金涌入美国，引发全球投资界的
多方关注。在传统概念中，私募机构青睐交易美国或
欧洲企业，现如今中国企业也成为理想选择。

中国投资的另一热门领域为旅游和酒店行业。荣
鼎咨询公司的报告指出 ：
“2015 年的投资还包括酒
店行业，如红狮酒店（the Red Lion Hotels）
、纽约
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芝加
哥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Chicago）
、奥
兰 治 县 的 凯 悦 酒 店（the Hyatt Regency Orange
County）
，以及高尔夫市场，如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South Carolina） 的 20 多 个 美 特 尔 海 滩（Myrtle
Beach）高尔夫球场，还有旅游物流业务，如海南航
空新开通的美国圣何塞市航线。
”
即使近年来中国对美投资不断增加，但仍有专家
担心美国市场日益加剧的政治化倾向会对外来投资构
成威胁，驱使中国资金转向其他北美或欧洲发达经济
体。这从近期的美国大选中，就可以看出些许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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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 5 年新低
（来源：联合早报网）

人民币汇率近期变化强烈，昨日人民币兑美元
在岸即期汇率收于 6.5825，较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人
民币下跌 200 多个基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30 日报于 6.5784，较上一交易日大幅下跌 294 个
基点，创下 5 年来新低。不过经过了年初一役之后，
投资者的变现冷静了许多，并未出现明显焦虑。

兑 1 万美元比去年多 3600 元
在岸即期市场上，受早上中间价人民币走低影
响，在岸人民币同时走低，10 点 00 分人民币兑美

元即期参考汇率报于 6.5813，随后全天基本稳定于
6.58 附近，16 点 30 分收盘价报于 6.5825。
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于 6.5758，
基本与在岸市场中间价持平。随后离岸市场人民币
也开始走低，临近上午 10 点附近，人民币兑美元
最低报于 6.5902。之后，在振荡盘整中，人民币有
所反弹上行，一度攀升至人民币兑美元最高 6.5719。
尾盘时，人民币兑美元离岸即期仍在 6.58 附近徘徊。
按照银行牌价，现在兑换一万美元需要 65700 多元
人民币，比月初时要多花 800 多元。与一年前相比，
兑换一万美元，更是要多花 3600 多元人民币。

中企投资美国新课题 ：
“买买买”背后的“学学学”
（来源：中国新闻社）

纽约 5 月 19 日电 ( 记者 邓敏 )“中国公司光拿
着大笔钱出来投资远远不够，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多年从事中美跨境自主投资及咨询的美国 C-Bridge
资本总裁芮嗣文 (Peter Reisman) 建议，中国企业
在借国内“十三五”规划的东风走出来“买买买”
的同时更要“学学学”。
“十三五”规划明确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的开放理念。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 年一季度
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项目共计 142 个，实际交易
金额 165.6 亿美元。
在联合国介绍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国家发改
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对中新社记者表示，中
国想建设开放经济体系，“十三五”期间会有一些便
利化的措施方便企业更加顺利地走出去，特别在资
本项目开放方面会有大的进展。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徐辰预计，随着“十三五”
规划的进一步落实和中国民众消费结构的变化，中
国资本除继续关注能源、大宗商品等传统行业外，
对美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高科技行业及房地产、
证券、保险、娱乐业等也会更感兴趣。
不过，芮嗣文也注意到一些并不成功的案例。
“有
一些中国公司的投资或并购，要么是多花了高出合
理价格的钱，要么最后总体战略没有落实。”对此，
他的建议是多与美国当地公司合作。
在芮嗣文看来，中国公司与美国当地企业合作，
不仅可使投资更为顺畅，还可学到更多实质性内容。
“30 多年前，当中国企业派人到美国学习观摩，有
些美国公司或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得不教你一
些。而现在，当大家在美国有了共同的合作项目、
有了更深入的信任，为了和你一起发展就会更用心
地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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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工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中国企业要从本土企业走向全球企业时，与
美国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如何管理一个在全
球开展活动的企业方面，还有很多要学。
徐辰所领导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目前则面临
着另一种在美国政府严格监管下的“学习”
。比如，
为了符合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 (OCC)5 月 11 日
生效的“强化标准”，中行纽约分行甚至北京总行都
加班加点，以求尽快达标。
“作为唯一在美资产超过 500 亿美元的中资银
行，OCC 等美国监管机构对我们的监管标准和对花
旗、摩根大通的总行是一样的。”徐辰直言面临很大
的监管压力和成本支出，“达标可以说明我们的风险
管控水平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不仅可以同其它海
外分行共享经验，国内行也可以学习。如果整个中
国银行都能达到这一国际高标准，那就真正说明我
们不仅是大，而且是更强。”
在纽约的中资银行近期可谓动作频频，中国工
商银行在美发行首张中资银行信用卡，招商银行私
人银行纽约中心开业。
与金融业的火热不同，正面临国内外钢铁业“严
冬”的宝钢则在学习谋求另一条“互联网 +”的出路。
宝钢美洲公司副董事长叶萌坦承，由于美国政
府大面积的“双反”调查及其它一些贸易保护措施
的出台，中国钢企在美国的销售业绩可用“惨淡”
来形容。但另一方面，他又因宝钢新成立的欧冶国
际电商公司而信心满满。“欧冶国际是一个面向全球
客户尤其是‘蚂蚁客户’( 小客户 )、以钢铁及其它
多元商品为主要交易品种的跨境电商平台，力求打
造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这是宝钢从制造向服务的
转型。”

叶萌特别强调该平台的社会性和开放性。“虽然
欧冶国际源于宝钢，但它的目标是实现全球钢铁资
源的整合，为全球的钢铁制造商和供应商及客户提
供增值服务。未来的欧冶国际将是一个公众化的公
司，甚至平台的中国概念和宝钢概念都会逐步淡化。”
与上述公司强调全球化不同，与文化相关的中
资企业在美国似乎更想突出中国特色。自从万达收
购 AMC 院线后，时代广场的 Empire AMC 影院里
就经常放映原汁原味的中国电影，在中国热映的《老

炮儿》在纽约一样火爆。不久前在美国出席活动的
导演陈凯歌也鼓励中国留学生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故事。
在纽约华埠拥有数十年演艺市场工作经验的环
球娱乐公司总裁梁以铭说，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以及
在纽约工作、留学的华人的背景、收入等都较以前
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也正学着迎合他们的新口
味”。

安国邦 ：中国海外并购未来有望翻番
（来源：新浪网）

新浪财经讯“2016 中国金融论坛”于 5 月 20
日 -21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安国邦出席并演讲。他表示，
中国国际并购上涨幅度非常大和快，但这还未达到
峰值。中国的并购，在未来有望翻番。
以下为会议实录 ：
安国邦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下面
的演讲我主要集中在并购的趋势，并购的挑战，正
如前一个演讲人所说，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有一
些数据，还有一些这个预测，我想跟大家分享，正
像这张图表示的，现在全球的并购，已经从 2007 年，
2008 年危机中逐步复苏回来，中国的话现在增长
速度基本上在百分之三十，那么从这个一千亿到了
去年的近期的八千亿美金。
2006 年的话，从这个百分之三到了去年的话，
百分之十六，这上涨幅度非常大和快，如果你认为
中国这个并购的已经达到了峰值，我想你可能错了，
我认为中国的并购，在未来有望翻番。我们可以看
到，截止到今天，今年并购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
的并购额，但是的话还是有一些，这里面有一些比
较有意思的事情，其中包括的话，在过去几年的话，
中国的并购主要集中在能源类，资源类，区域的话
主要在非洲，或者拉美。
现在的变化趋势是，并购的话由过去的资源型，
转向欧洲，转向北美，由资源型转向了科技型。未
来的需求，将会发生在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未来
的并购，可能更多倾向于在研发领域，比如说像制药，
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汽车，这个高科技等等，因为
上述领域的话，中国并不占优势，在这个领域全球
份额还是比较低的，中国公司他们到海外去并购，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过去的话毫无疑问，冲的是能
源去的，资源能源，现在更多是高科技，还有销售
渠道，他们好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
此外的话，还有这个冲着品牌去得，另外要增
加这个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知名度。那么下面的话，
我想阐述一下，并购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尽管这个

并购的话，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发展趋
势，这张图表的话，表明是说现在并购所处的这么
一个状况，状态，发现机会，识别机会，认知机会，
最后的话完成交易，下面这些领域的话，是这个参
与并购的人需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的环节，标的
物的选定，并不是所有标的物都是你想要的，比如
说在美国，那么中国的司机在美国，可能有些领域
并不受欢迎，相比之下在欧洲，在德国的话，中国
的钱更受欢迎，另外的话有些公司涉及到并购的话，
是上市公司，那么设计上市公司，尤其在美国，要
想并购他们的资产，恐怕是这个程序上，或者法律
上可能要复杂一些。
所以是说，在这个挑选这个标的物，也就是说
在选择卖方的话，首先要非常小心，有的时候这个
运作的话，整个公司的话产权并购，有的时候的话
是这个公司整个整体产权一部分的市场，所以这个
并购的话，还不是说一刀切的买卖，那么有的时候，
中国公司的话要买的是这个资产，买资产的话，那
么恐怕又是说他们要设立一个新的公司，因此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并购的话涉及到不同的国家，因此这
里边把涉及到潜在的风险，恐怕还是有很多的，因
此在做进调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有的时候这个
纯粹是说买方，出的价有点过高，最后拿到他想要
的东西，但是往往价格并不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
你签合同的时候，那么这个合同有的时候，合同的
这个条款或者细节，有时候甚至表现出比这个价格
甚至说还要重要。比如说合同条款当中你关注的价
格，由于潜在的风险在里面，当你买到之后你发现
风险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谁负责呢？所以要非常小
心。
有的时候你没有必要把这个资产的话，公司全
部收购，可以收购它的一部分，比如百分之七十，
这样的话原来的主人，可以仍然的保留，这样的话
有些遗留问题也好，或者后续问题参与，这样更有
利于公司发展，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并不是说是
非常重要，或者最重要，因为这里边的话，有许多
是潜在的这个风险，还有一些是潜在的价值，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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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潜在风险和潜在价值的话，是在以后才能够体
现出来。下面的话我要说一说，在这个并购的一些
方面，中国的一些并购方，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
特别关注的地方。有的时候通过买方可能更关注他
们有资金的实力，他们为了得到这个标的，他们更
倾向于出一些高的价格，但是事实上这样对长足发
展还是有一些隐患。能够拿到这个标的物和你将要
出的这个价格，实际上的话，这二者要兼并考虑，
同等重要，在几个方面的话还是有很多弹性的，另
外在合约也好，或者收购的结构，合约的这个设立，
牵涉，这个是也很关键。

新闻评论
协议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这也是买方需要关注得，
并购协议，不管是并购公司也好，还是并购公司的
这个股份也好，还是资产，还有相应的很多其他的
协议，比如说是股东协议呀，或者说是这个包括相
关的这个公司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如果你买了公司，这个公司有很多债
务，那你恐怕还要跟公司债务方要进行沟通，如果
你要买公司的资产，那么公司资产你恐怕还要写进
协议当中，那么由这个卖方帮助你把这个资产的话，
能够协助你到这个资产运营到位，比如说你买了一
个机器设备，或者一个大型项目，你自己不知道如
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整个收购，也可以收购 何运营，这就需要卖方来协助，因此的话，要是这
一部分，或者你可以收购部分资产，你也可以收购 个最后这个协议签订，还有许多这个其他的条款都
现在的流通股，你也可以收购这个将要发行的新股， 必须要考虑周全，最终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并购协议。
你也可以签订合约，先买一部分，一年之后再买余 因此我们所说的并购并不仅仅是一个并购协议，与
下的部分，所以说买方在签订这个并购协议的时候， 之相关的恐怕有很多这个协议比如说主协议，附属
一定要记住灵活性，也就是即使你没有足够的钱， 协议，这么协议都跟价值评估，跟这个最后的话，
也可以留一部分，事后的话有一些预付的方案，甚 跟这个一个是价值评估，一个是风险，都是密切相
至还有一些其他活动的空间。另外一个在签订并购 关的。

为什么在中国火爆的移动支付在美国却遇冷？
（来源：中金在线）

相关数据显示 ：2015 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
市场交易总规模达 9.31 万亿元，而同期美国的移动
支付市场交易额仅为 87 亿美元 ( 约 522 亿人民币 )。
是美国技术创新不发达、有消费惯性还是担心
在使用过程中受骗上当？要知道美国的金融、法律
和技术体系的完善程度要高于中国，但为什么在中
国火爆的移动支付在美国却遇冷？

信用卡消费在美国是主流
在中国，移动支付不仅日益成为网购的主流支
付方式，也在传统销售领域不断攻城略地。但在美国，
移动支付可谓举步维艰。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 2015 年手机支付
的交易额在传统零售消费的占比仅为 0.2%。在美
国的各大连锁超市，基本上看不到消费者用手机进
行支付，吃饭、看电影消费者也都是刷卡，甚至在
手机打车的新兴移动互联网领域，用户的手机也是
直接和信用卡绑定，在交易之后并没有一个确认支
付的环节，也没有借助任何第三方支付工具 ( 虽然
有部分用户通过 Paypal 支付 )。
虽然谷歌钱包和苹果支付都曾高调地宣布进入
消费支付领域，但目前的使用情况表明其市场前景
不容乐观。美国消费者还是坚持用信用卡刷卡消费，
尝试手机支付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移动支付作为
一个金融技术创新在美国市场的搁浅，一方面说明
了其传统金融行业的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互联
网在美国的技术支撑角色而非市场颠覆角色。
消费者坚持用信用卡刷卡消费有诸多理由。在
以金融业为核心产业的美国，消费者早已养成了对
信用卡的依赖。除了几大银行的信用卡以外，美国
的各大连锁商店和品牌公司都有自己的信用卡。
美国品牌的金融化甚至是品牌企业的最大利润
来源。据分析，美国最赚钱的信用卡是 Comenity
和 Synchrony 银行管理发行的 100 多家品牌企业
的信用卡，而电器巨头 GE 的信用卡每年向消费者
收的利率高达 17.59%。美国的消费者很多并不知
情他们每年向各大信用卡支付的高额利息，他们在
享受透支消费的同时，也成为美国金融化的最终买
单者。然而，并没有多少人批评美国金融机构对消
费者的“剥削”，因为负债和透支消费已然成为美国
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为什么青睐信用卡 ?
美国消费者对信用卡忠诚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银行对信用卡提供的可靠和“诱人”服务。美国信
用卡的发行和补办都是免费的，并且很多信用卡在
发行的初始期都有现金奖励政策。为了让消费者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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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刷卡和分期支付的习惯，很多信用卡会在初始期
(3-15 个月不等 ) 提供分期支付零利率政策。同时，
信用卡消费的每笔交易都有返现或积分奖励，在美
国的活期存款利率近乎为零的背景下，信用卡公司
1%-5% 的返现政策让消费者产生了“挣钱”的幻觉。
这种幻觉式的奖励可以说导致了美国人“被金融化”
和“被负债”。
另外，只要信用卡用户在 30 天内举报异常消
费并提供相关证据，消费者对信用卡被盗刷是免责
的。同时，信用卡发行方会冻结已有信用卡并免费
发放新卡。这种免责措施几乎完全消除了消费者对
信用卡被盗所带来的损失的焦虑。在实际运营中，
美国的银行由于“太有钱”甚至对小额被盗事件不
屑一顾。银行会单方面取消可疑交易，并给信用卡
用户免费发放新卡。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很多信用卡有保险和索赔
功能，当用某些信用卡预定机票出现飞机延误时，
信用卡发行方甚至会报销飞机延误期间的住宿、餐
饮及交通费。这些“诱人”的服务可以说是美国金
融化的副产品。

移动互联“兼容”传统金融
美国消费者对自己的信用卡被盗刷的免责也许
会让很多中国消费者嫉妒。比如 ：美国几乎不会出
现因为手机丢失或手机号码被盗用而导致账户里的
钱被转账的风险。
由于中国在金融技术发展的初期要落后于美国，
中国的网上银行在 2000 年之后的产生和发展一直
和手机挂钩以保证其安全，并且网上银行和手机银
行同步发展。美国从 1980 年开始就发展网上银行，
到 1998 年时大多数的银行都已经支持网上账户和
交易了，其安全性并不需要用户的手机信息或验证
码来支撑。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网上银行直接进
入 App 的时代，更是跳过了对手机号码的依赖。
纵然谷歌钱包和苹果支付宣称自己比传统的刷
卡支付更安全，但目前美国还没有出现有人盗用苹
果支付的情况 ( 因其单机指纹技术 )。虽然有黑客通
过盗取苹果支付的信用卡信息从而进行盗刷的情况，
但这仍属于传统信用卡盗窃，信用卡发行方还是会
为被盗的消费者免责。
在传统信用卡被盗的损失可以完全被传统信用
卡运营的利润覆盖的时候，信用卡发行方和消费者
在安全层面并没有选择移动支付的理由。美国一家
信用卡机构的报告显示，苹果和大通银行之间有一
个秘密协议，大通愿意将每笔信用卡交易的商家手
续费的一部分分给苹果，其原因并非是因为苹果支
付降低了信用卡被盗的风险，而是苹果成功地给大
通灌输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苹果支付会加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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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

付在美国或许可以获得更好的推广。但用户占有率
已经很高的 IT 巨头苹果和谷歌显然没有在移动支付
领域贴钱买用户的欲望，金融领域作为美国最核心
的支柱产业也不是互联网巨头轻易就可以撼动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经常提的“移动和互联
网技术颠覆传统行业”在美国的版本是“移动和互
联网技术支持传统行业”。苹果支付劝服大通的理由
也不是可以挑战传统银行业，而是可以让大通的持
更重要的是，与其等待着被移动和互联网公司
卡者进行更多的消费。
“撼动”
，美国的金融巨头们自身都走在互联网创新
的行列。大通银行在收购互联网金融的新创公司的
而现在的情况是，苹果支付并没有加大消费者
的消费行为。据媒体调查，在所有使用过苹果支付 同时，也在积极地开发自己的移动支付工具。大通
的人群中，只有 15% 的人每月会用一次以上苹果支 银行打算在今年推出大通支付 (Chase Pay)。这个
由美国第一大银行推出的移动支付工具也许才是可
付。
以真正改变美国人支付习惯的产品，因为作为同时
是信用卡用户和商家收支账户的“管理员”，大通银
移动支付的前景到底如何 ?
行有更大的自由来调整向商家收取的交易手续费和
移动支付在未来美国是否会成为主流现在还不 向消费者提供的奖励。
好说。在当下，传统零售商在推广移动支付上并没
当银行将自己的钱从左手放到右手的时候，通
有任何激励措施。
过移动支付加大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的想
如果使用移动支付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折扣或者 法也许才会真正实现。
免去零售商需要支付给银行的手续费的话，移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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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移民项目
美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200多亿美元的房地产项目属瑞联拥有或管理
2000多名瑞联EB-5项目参与者1
50多栋位于纽约的大楼属瑞联拥有或管理
7.6个月历史平均I-526批准通过时间2

欢迎您与瑞联集团共建纽约哈德逊城市广场
+1.212.392.8888 | RelatedUSA.com/CN
HudsonYardsNewYork.com | info@RelatedUSA.com

在美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中资银行
领先的全球跨境人民币业务能力
专业的公司金融、贸易金融、资金业务、美元清算服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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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由瑞联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瑞联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是瑞联集团的子公司，也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和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SIPC）的成员。EB-5项目宣讲会
仅对已经向瑞联提供证明自己是“合格投资人”身份的人员开放，“合格投资人”定义由美国联邦证券法规定。私募备忘录将由瑞联的一个或多个隶属机构发放，并仅发放给合
格投资人。本通知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对任何不能合法接受邀约、销售或者招揽的人员不构成任何证券的出售邀约或招揽购买邀约。过往表现并不能预示未来结果。

®

Mayer Brown LLP
美亚博国际律师事务所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国家安全审查
用于修订美国 1950 年《国防制品法》的美国 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简称
“FINSA”）允许美国总统在其认为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公司的收购或投资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时阻止该等交易。
FINSA 要求的申报和审查程序由美国政府的跨部门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
“CFIUS”）管理。向 FINSA 的报备是自愿的。但是，可能会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关切的
交易当事方通常会根据 FINSA 做出报备。即使不向 CFIUS 报备，CFIUS 也有权自己启动
调查。在罗尔斯公司（Ralls）案中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该案中，一家中资企业未经向
CFIUS 申报就购买了俄勒冈州某海军武器系统训练场附近的一座风电场。CFIUS 最终要
求罗尔斯公司对该风电场撤资。

美亚博律师事务所 (Mayer Brown LLP) 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牌最优、业务最广的
全球性律师事务所之一，在全球主要金融和经济中心都设有分所，遍布美洲、欧洲和亚洲。
美亚博律师事务所 (Mayer Brown LLP)不仅在美国有着150年悠久历史，近10年前通过与
香港乃至亚洲历史最悠久并且也有着150年历史的孖士打律师事务所的合并，在香港、北
京和上海长期设有办事处，是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在华有着最庞大律师团队之一的国
际性律师事务所。美亚博律师事务所 (Mayer Brown LLP)致力于在美国和全球为中国金
融机构和各类企业提供优质和增值性法律服务，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排忧解难，保驾护
航。
联系人:
(Henry) Hong Liu

初次 CFIUS 审查期为 30 天。如果 CFIUS 决定调查一项特定交易，调查期最多会持续达
45 天。如果在调查结束时仍存在没有解决的国家安全关切，有关事宜会被提交给总统处
理。总统有 15 天时间来阻止交易。

Partner & Head of China and Asia Practice in the Americas

FINSA 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收购（如电信设施）和涉及由政府所有的外国投资者
的收购规定了更高的审核级别。根据 FINSA，该等交易应该假定须接受更为广泛的
CFIUS 调查。另外，当外资企业可能会接近敏感的美国政府设施时，CFIUS 会仔细审核
“靠近”问题。

T +1 212 506 2886

CFIUS 对控制的概念解释得非常宽泛。就 FINSA 而言，即使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不到
10%的投资也可能会被视为会转让控制权。

Mayer Brown LLP(美亚博律师事务所)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best-known fullservice global law firms. We operate in the world’s princip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enters
including in the Americas, Europe and Asia. Mayer Brown LLP(美亚博律师事务所) not only
has a 150-year history in the U.S., but through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150-year old firm JSM
in Hong Kong about 10 years ago, we have one of the largest presence in China (Hong Kong,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in China of any international law firms.
Mayer Brown LLP(美亚博律师事务所) endeavors to provide value-add legal services and
legal protections to Chinese banks and companies going global.

某些投资（如“绿地”投资和低于 10%的被动投资）可能会被免于遵守 FINSA 的规定。
但是，当事方需要向 CFIUS 提交完整的正式申报材料，确认交易并非“所涉交易”，即
交易不会导致取得对某美国企业的控制权。
当事方通常在签署交易文件前请 CFIUS 指出任何门槛问题，并在正式提交前向 CFIUS 提
供申报材料的草稿。作为交易尽职调查的一部分，当事方应评估交易在国家安全方面可能
产生的后果，以及 CFIUS 为消除该等国家安全关切可能会寻求的减损措施。
CFIUS 可能会要求当事方签署一份减损协议，以根据 CFIUS 进行的风险分析处理由拟议
交易引起的国家安全关切。CFIUS 减损协议的条款是保密的（与整个 CFIUS 程序一
样）。减损协议通常会包括由外国收购单位做出的在美国公司经营方面不采取某些行为的
承诺，以及对访问敏感技术和地点的限制。

Mayer Brown LLP
1221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NY 10020-1001
hliu@mayerbrown.com

Mayer Brown LLP

Contact Person:
(Henry) Hong Liu
Partner & Head of China and Asia Practice in the Americas
Mayer Brown LLP
1221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NY 10020-1001
T +1 212 506 2886
hliu@mayerbrown.com

刘江
纽约，合伙人
+1 (212) 468-8008
jiangliu@mofo.com

www.mayerbrown.com

C-Bridge Capital Partners leverages our platform, expertise and network across multiple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Israel to advise our global clients in form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joint ventures, and in facilitating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investments. Our clients benefit from our expertise in: business model formul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pansion; strategic negotiations and dialogue; establishing strategic alliances on the corporate, financial, and
governmental levels; and naviga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cross borders.
Created by Island Capital Group (“ICG”), C-Bridge Capital Partners is currently expanding ICG’s successful existing real estate
business platforms into some of the world’s faster growing economic areas throughout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China. The Island Capital executive team, has worked together for almost 20 years and is led by management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omplex real estate related investments and has a track record for creating value, and provides
innovative real estate equity and debt solutions tailored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its clients and investors.

1 9 00 位律师 | 38 个代表处遍布世界各地˚

ICG presently owns controlling interests in a number of businesses which manage, in the aggregate, in excess of $95 billion of
assets. Among these are C-III Capital Partners, one of the largest CMBS investors and Special Servicers in the US. C-III
Capital Partners, in its capacity as special servicer, has resolved approximately $35 billion of real estate loans at an average of
over $550 million of loans being resolved per month since inception. ICG is also the General Partner of Island Global Yachting,
the leading owner and operator of worldwide yachting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您办理EB-5的选择
Greenberg Traurig律师事务所代表美国境内的多处区域中心，并常为投资者和其家庭成员申请EB-5投资移民。
我们曾经帮助EB-5客户：
> 为企业家移民递交I-526申请

> 准备出入境许可申请

> 调取文件并追踪EB-5投资资金合法来源

> 准备投资者的再入境许可申请

> 调取文件并追踪EB-5投资资金合法来源

> 准备I-829居住条件移除申请

> 为EB-5投资者和其家庭成员准备领事馆移民签证

> 准备N-400美国国籍入籍申请

申请事宜

> 对于在美国的投资者，GT经常帮助他们准备I-485
身份调整申请

C-Bridge Capital Partners 由 Island Capital Group 创立，旨在将 Island Capital Group 成功的不动产业务平台延伸到当今世界上
经济成长最快的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Island Capital Group 其核心团队有长达 20 年共同工作的经历，在与不动产相关的
领域里有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成功纪录，Island Capital Group 一直以来以为客户和投资者提供实用和有创造性的融资以及投
资方案闻名于世，是美国地产界最有声望的机构之一。
目前 Island Capital 业务涉及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各个环节，总体上管理超过 950 亿美元资产。旗下公司 C-III Capital Partners
是美国最大的商业抵押担保证券（CMBS）投资者和特殊服务商。作为特殊服务商，自成立以来 C-III Capital 已处理或重组
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约 350 亿美元，平均每月处理量超过 5.5 亿美元。Island Capital 也是全球领先的游艇持有及度假运营商
Island Global Yachting 的控股合伙人。

> 拥有精密、实时的网络技术平台-整个移民申请流
程 流 水式作业，为 E B -5 投 资 者、移民中介 以 及
区域中 心 的 法 律 顾 问 还 有 安 全 人 员 提 供 最 新
的案件信息

> 准备工作许可申请
C-Bridge Capital Partners 在美国、中国和以色列都有深厚的根基和长远的布局，凭借我们强大和跨产业链的资源平台，我们
致力于协助客户完成跨境战略合作，合资，并购及投资。 我们得到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全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集团内部
的资源和平台，有效地抓住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的商业机会。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设计和探讨商
业模式; 拓展国际业务; 协助客户参加谈判和对话; 在政府、机构和融资层面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 协助客户疏通和了解跨境
交易中常见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问题。

> 可以高效、低成本地处理大批量的EB-5申请

我们在以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 所有移民申请

> 财富规划

> EB-5投资者代理

> 提供税务责任最小化建议

> 移民前后税务规划

> 公司法和证券法建议

> 信托和财产规划
GT律师事务所在国际享有声誉，我们非常重视服务质量，和对客户的责任。Greenberg Traurig商业移民
和合规团队与房地产、证券、公司、和税务的各位合伙人律师组成精英团队，为客户创立量身定做的法
律方案。Greenberg Traurig EB-5团队帮助过众多地产开发商及企业家为投资项目获得EB-5资金。

需要了解更多有关GT律所EB-5服务的内容，请发邮件至EB5OPTIONS@gtlaw.com, 或者访问 www.eb5insigh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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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律师是一项很重要的决定，不应该仅仅依靠广告内容抉择。在您正式决定之前，请让我们把有关我们律所资质以及过去经验的免费书面信息发送给您。过往的办案结果无法保证获得
相似的申请结果。 Greenberg Traurig是Greenberg Traurig, LLP和Greenberg Traurig, P.A. Attorneys at Law的服务商标以及商号名称。在此保留一切权利。新泽西代表处请拨打973.360.7900联系Kate
Kalmkov / 北弗吉尼亚代表处请拨打703.749.1300联系Laura Foote Reiff。 上述号码可能发生变动。此广告中所带图片没有描绘Greenberg Traurig的律师、客户、职员或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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