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看点
＊ 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2016 投资美国招待会”
＊ 千湖之省 · 千帆竞发——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招商交
流会在纽约举办

活动预告
8 月 25 日

美国中国总商会（CGCC）—休斯顿会员大会

9 月 20 日

CGCC-Amcham China Door Knock 招待会

10 月 7 日

福耀玻璃美国俄亥俄州 Moraine 工厂开业典礼

10 月 14 日

上海金融创新论坛

10 月 21 日

CGCC CFIUS 报告发布会

11 月 14 日

《2016 年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分析报告》发布会

11 月 25 日

CGCC 会员企业职员感恩节晚餐志愿服务

1 月 12 日

CGCC P3 基础设施建设与科技创新论坛暨欢庆
中国鸡年慈善晚宴

＊ 云南省昭通市政府代表团访问招商银行纽约分行交流
合作机会
＊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敦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共同举
办“美国常见税务问题研讨会”
＊ “Lunch & Learn”系列——中国再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纽约代表处首席代表方春银做客美国中国
总商会
＊ 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 2016 年年会隆重召开暨“转
型时期的中美经济合作——芝加哥论坛”顺利举行
＊ 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中美企业费城贸易投资合作交流
午餐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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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会旨在为来美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服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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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争取相关利益，促
进中美两国的商业交流与合作。总商会会员
涵盖在美国投资的各类中资企业及与中国有
业务往来的美国当地企业，其中40家会员企
业位列世界500强。

F

ounded in 2005,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CGCC)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mission is to promot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suppor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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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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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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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2016 投资美国招待会”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及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
“总商会”）21 日在华盛顿特区共同举办“2016 投资
美国招待会”
。中国驻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玺，美国驻
华大使博卡斯，美国商务部常务副部长布鲁斯 · 安德
鲁斯，美国前内政部长、现任美国人寿保险协会主席
德克 · 坎普松等出席招待会并发表讲话。纽约州副州
长凯西 · 霍楚、总商会会员企业代表、
“选择美国”投
资峰会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美国政府官员及工商界人
士共计 400 余人出席了此次招待会。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主持招
待会。徐辰首先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徐辰表
示，这是总商会第二次与大使馆合作举办“投资美国
招待会”
。总商会致力于将此活动办成一年一度的中美
商务交流盛会，以促进两国企业相互交流、共同学习、
共商发展。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

中国驻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玺高度评价总商会为
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和举办此次活动所做的积极努力。
吴玺说，长期以来，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压
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今天，中美双向投资是
两国经贸合作新的重要增长点。达成一个高水平的中
美投资协定，将为两国双向投资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和强劲动力。中国政府积极鼓励更多中国企业“选择
美国”，也热烈欢迎更多美国企业“选择中国”。
中国驻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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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常务副部长
布鲁斯 · 安德鲁斯

美国商务部常务副部长布鲁斯 · 安德
鲁斯感谢总商会在促进中美双边贸易投
资、增强两国政府官员互动、支持中国
企业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等方面
的积极努力。他说，中国代表团 美国商
务部常务副部长布鲁斯 · 安德鲁斯感谢
总商会在促进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增强
两国政府官员互动、支持中国企业参加
“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等方面的积极努力。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参加今年“选择美国”
投资峰会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并且中国
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之一。安德鲁斯表示，美国政府承诺实
行长期开放的投资政策，欢迎中国企业
来美投资，并给予中国投资者国民待遇。

前美国内政部长、美国人寿保险协会主席
德克 · 坎普松

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

前美国内政部长、美国人寿保险协
会主席德克 · 坎普松指出，中美双向投
资的机会存在于各行各业。以人寿保险
行业为例，目前中国是世界第四大人寿
保险市场，在 2014 年全球保险金增长
中占有 22% 的份额。然而在中国仍有大
量人口尚未投保，两国在人寿保险行业
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招待会上，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了
2016 年《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
告》。调查报告显示，总体上 2016 年在
美中资企业收入增长略有放缓，但仍有
超过七成的受访企业实现了收入增长或
持平，超过四成的受访企业实现了利润
增长。此外，中资企业在适应美国税收
政策方面有显著进步，绝大多数中资企
作为当晚的最后一位演讲嘉宾，美 业从美国成熟而高效的市场环境中持续
国驻华大使博卡斯一开场就以“老朋友” 获益。
问候在场的中国企业家。今年是美国的
大选年，博卡斯表示，不管谁当选下届
美国总统，他都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充满
信心，因为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人
民有着共同的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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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是总商会第二次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为参加
“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举办欢迎招待
会。奥巴马政府于 2011 年推出“选择美国”投资计划，
以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今年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于 6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 2400 人出席峰会。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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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倪频是会上唯一代表中企发言的企业家。
本次招待会得到了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包括
中国银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兄弟会酒庄、乐土投资集
团、中国电信美洲公司、达美航空等。总商会再次感谢来
自会员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商会新闻
千湖之省 · 千帆竞发——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招商交流会在纽约举办

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钮小鹏
7 月 6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在纽约举办“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招商交流会”。
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钮小鹏主持交流会，总商会会长、
中国银行纽约地区行长徐辰出席活动并致辞。湖北省副
省长曹广晶做主题发言，详细介绍湖北省的产业优势、
对外合作发展战略及招商引资政策，并热诚欢迎美国企
业到湖北投资。湖北省政府代表、总商会会员企业、纽
约地区金融、法律、税务等各界代表五十余人出席交流会。
徐辰会长在致辞中诚挚欢迎曹省长一行的到来，并
表示总商会在促进中美双向投资方面一直不断努力。经
过十一年的努力，总商会已发展成为中美商界交流的重
要平台，拥有千余家会员企业，并在全美拥有六个地区
分会、六个行业委员会。徐会长表示，总商会的使命不
仅是促进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也包括帮助美国企业了解
中国的投资环境并投资中国。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
深切的关心，希望湖北的朋友们能够早日战胜自然灾害，
重建家园。
曹广晶副省长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资源优势、
发展战略、金融产业、开放合作等方面入手，全面详细
地介绍了湖北省优质、国际化的投资环境。湖北省拥有
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以武汉为圆心，乘坐 4 小时高铁
便可到达中国 70% 的大中城市”，曹省长说。此外，武
汉已经开通了 39 条国际直航航线，连接世界主要都市。
目前，湖北省致力于将武汉打造成中国内地的区域金融
中心。曹省长真诚欢迎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
证券、期货、信托来武汉投资。
总商会诚挚感谢本次活动的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及史
带集团，并衷心感谢来自会员企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
帮助。

同时，徐会长向正在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北人民表示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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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市政府代表团访问招商银行纽约分行交流合作机会

7 月 13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
商会”）常务理事单位招商银行纽约分行代表总商会
接待云南省昭通市政府代表团。昭通市人民政府市
长郭大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室薛东领事、
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毛学军等参加交流座谈会。
郭市长在会议中着重推介昭通市的旅游、水电、
药材、烟草等资源，并播放了昭通市的英文宣传短片。
毛副行长向代表团介绍了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在投资
银行业务、并购业务、高端人群金融服务等方面的
优势。参会人员共同讨论了未来招商银行与昭通市
可能的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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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东领事代表总领馆欢迎代表团一行，并指出，
于今年 4 月正式成立的“中国省与美国纽约州贸易
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可以为昭通市的招商引资提
供宝贵平台。云南省是该工作组的中方创始成员之
一，昭通市可积极探索如何利用该平台发展其优势
产业。
总商会诚挚感谢会员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大
力支持。总商会将继续通过此类活动来加强中国各
省市与美国各区域的沟通交流，促进中美双向贸易
投资。

商会新闻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敦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美国常见税务问题研讨会”
5 月 5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敦特别邀
请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的税务专家团队向会员企业介绍在美国投资所
可能涉及到的常见税务问题的基本知识。50 余位
会员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中，大家踊
跃表达看法，并讨论了实际税务操作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
近年来，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愈加活跃，
2013 至 2015 年，中资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已连
续三年超过 100 亿美元。然而，由于美国的联邦、
州及地方的税法法规非常复杂，税务风险也成为
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重大挑战之一。本次活动旨
在帮助美南八州的中资企业更好的应对税务挑战，
其中包括进口关税、预提所得税、税务成本转移
定价、税基侵蚀以及中资企业派驻美国工作人员
的个人所得税等。会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受益
良多。
联系方式 ：contact@cgccusa-houston.org

“Lunch & Learn”系列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纽约代表处首席代表方春银做客美国中国总商会
7 月 12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Lunch & Learn”系列第五期活动，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纽约代表处首席代表、总商会理事方春银作为本期嘉宾做客总商会。
方代表回顾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对比了中美两国的保险业市场，并表示对于中国保险市场的
发展潜力充满信心。谈及今年“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的正式实施，方代表深
入分析了这项新政策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策略的影响。
方代表讲述了自己从 1989 年加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近 30 年的职业成长经历，并勉励年轻人尽最大
可能地开阔眼界、提高交流能力、发展自我。
总商会“Lunch & Learn”系列旨在为会员企业员工及总商会员工提供一个面对面对话会员企业领
导及合作伙伴的平台，分享业界洞见，交流职场经验。总商会诚挚欢迎各会员企业及合作伙伴踊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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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 2016 年年会隆重召开
                                              暨“转型时期的中美经济合作——芝加哥论坛”顺利举行

8 月 3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以下简称“总
商会芝加哥”）二零一六年年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
加哥市隆重召开，芝加哥市招商局参与协办，美国总
统奥巴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来贺信。年会由总
商会芝加哥会员大会、
“转型时期的中美经济合作——
芝加哥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和颁奖晚宴三部分
组成，分别在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Venue SIX10
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举行，为期一天。
芝加哥市长 Rahm Emanuel、中国驻美经济商
务公使朱洪、美国密歇根州州长 Rick Snyder、中国
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芝加哥市副市长 Steve Koch
等嘉宾出席年会并致辞。美国中西部各州商务厅代表
和上海市企业家代表团等 400 余名中美政商界人士参
加此次盛会。
下午的论坛由总商会芝加哥秘书长、海南航空北
美区域总经理梁璞玢主持，总商会会长徐辰致欢迎
辞。总商会芝加哥会长倪频与芝加哥市副市长 Steve
Koch 分别就“中资企业在美国中西部投资近况”和“芝
加哥外商投资环境”发表主题演讲 。
论坛由芝加哥市招商局局长 Jeff Malehorn 和
Sidley Austin 合伙人 Pran Jha 主持，中美企事业代
表们围绕“制造业与科技创新”和“商业投资环境”
两个主题进行了有关中美两国经济转型期合作机遇的
深入探讨。远道而来的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更是带来了东方“献礼”，一座新兴向荣的城市——
上海，鼓励更多的美国企业走出去，欢迎到亚洲、中
国乃至上海寻找新的商机和开发新的市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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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 奖 晚 宴 由 ABC-7 电 视 台 著 名 华 裔 新 闻 主 播
Linda Yu 主持，总商会芝加哥会长倪频宣布晚宴正式
开始，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和感谢各界友人的支持。
芝加哥市长 Rahm Emanuel、驻美经商公使朱洪和
密歇根州州长 Rick Snyder 先后发表演说。Emanuel
市长在讲话中说到，要努力促进中美间更深更广的合
作，加深彼此间的相互理解。朱洪公使指出，尽管在
世界范围内经济复苏依然艰难缓慢，中美经济的互动
依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双方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
不仅取决于国家级别的政策，而且更加依赖于两国企
业和地方政府在当地进行更紧密的区域性合作。Rick
Snyder 州长表示，密歇根州热情欢迎中国人民，而且
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不仅希望建立合作共赢的商业关
系，更希望建立人民间的友谊。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给年会发来的贺信中说，美国
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相互合作共同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年会这样的活动）不仅为两国
人民打开了经济商机之门，同时提醒我们，美中保持
建设性关系对全世界而言非常重要”。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也
给年会发来贺信。崔天凯在贺信中说，中美之间双向
投资有助于增加就业，推动经济更强劲增长。普里茨
克在贺信中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促进了美国经济发
展，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对两国来说是双赢。
当晚，共有七家中资企业因在业务发展和企业社
会责任等各方面表现突出而受到表彰，分别是上汽集
团美国公司、万达芝加哥地产公司和万向美国公司荣
获最具影响力奖，南山美国先进铝科技公司荣获最佳
成长性公司奖，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荣获最佳投资
公司奖，中国银行芝加哥分行荣获社区贡献奖，以及
耐世特汽车美国公司荣获最佳就业贡献奖。美国企业
美赞成营养品公司荣获最佳中美商业合作贡献奖。与
此同时，总商会芝加哥为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及总经理杨宝龙颁发了当晚唯一的企业家个人
奖，以表彰他在促进中美商业合作上的杰出贡献。

本次年会得到了总商会芝加哥会员企业及各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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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力支持，包括 Grant Thornton LLP、Sidley Austin LLP、万向美国公司、上汽集团美国公司（密歇根）、
中国银行芝加哥分行、九三集团美国公司、万达芝加哥地产公司、海普瑞美国公司（威斯康辛）、南山美国
先进铝科技公司（印第安纳）、中航通飞西锐飞机公司（明尼苏达）、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芝加哥办事处）、
Locke Lord LLP、Ernst & Young LLP、RSM US LLP 和春晖股份有限公司等。
美国中国总商会（CGCC）是美国最大的代表在美中资企业的非盈利性组织，总商会芝加哥涵盖中西
部地区九个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
密苏里州和威斯康辛州。自 2000 年以来，中资企业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累计投资 128 亿美金，为当地创造
28400 个就业岗位。近年来，美国中西部地区正逐渐成为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中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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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中美企业费城贸易投资合作交流午餐会

8 月 10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与 NavPac Advisors, LLC 共同举办“中美企业费城
贸易投资合作交流午餐会”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大使、宾西法尼亚州副州长 Mike Stack、总商会会
长兼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宾西法尼亚州社区与经济发展部部长 Dennis M. Davin 出席活动并致辞。
来自费城及纽约地区的 100 余名中美企业代表和政府官员参加本次活动，共洽中美合作。
总商会会员企业在午餐会上分享了成功在美投资及经营的经验。中国建筑美国公司董事兼董事长高级
顾问 James Simpson、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主席兼总商会副会长肖玉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美洲公司董事长兼总商会副会长张国发依次向现场嘉宾介绍各自公司的业务及在美发展战略。来自中国银
行纽约分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华美银行、国家电网、安永、Greenberg Traurig
LLP、摩根大通、富国银行、Stellar Services、美国富岭塑胶有限公司、金地美国等总商会会员企业的代表
们与费城当地企业代表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讨论。
章大使积极鼓励中国企业与费城及宾州的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章大使说，“中美作为世界最大
两个经济体，两国的企业家应携手共同努力建立起更强健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中国企业渴望与费城和宾
州的企业开展合作。中美更强健的双边经济关系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更能为世界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将继续致力于为中美企业家交流搭建桥梁。”
徐辰会长在发言中强调了总商会会员企业对于中国在美投资的卓越贡献。“美国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首要
目的地，而总商会的会员企业实现了其中绝大多数金额巨大、影响深远的交易。仅从 2016 年海尔以 56 亿
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大连万达以 35 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这两笔重大收购就可见一斑。”
本次活动得到了中国驻纽约总领馆、Select Greater Philadelphia、World Trade Center of Greater
Philadelphia 的大力支持，并由 Drinker Biddle & Reath LLP 提供赞助。总商会诚挚感谢来自会员企业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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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 IVC 收购 Perrigo 公司美国营养品业务
（文字来源：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总部位于纽约领区新泽西州的 International
Vitamin Corporation（
“IVC”）是江苏艾兰得营养
品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2016 年 6 月 17 日，
IVC 与 Perrigo 公司签署协议，整体收购 Perrigo
在美国的营养品业务。该项交易将在双方履行完成
相关法律义务后进行交割。
Perrigo 是 一 家 位 居 全 球 前 五 位 的 非 处 方 药
（OTC）消费品企业，也是一家为病人及消费者提
供高性价比产品的专业制药领先企业。公司成立于
1887 年，初期为家用药方的包装商，后来逐步发
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OTC 营养品制造商，以及最大
的零售商品牌婴幼儿配方食品的供应商。公司产品
类别丰富，覆盖多个国家和区域，专注于北美、欧洲、
澳大利亚以及以色列、中国等其它市场。Perrigo
在全球拥有超过 13000 名员工，2015 年营业收入
达到 46 亿美元。其旗下营养品业务生产场地位于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
IVC 成立于 1955 年，在新泽西州、加利福尼
亚州等地拥有多家工厂和物流基地。2013 年，IVC
被江苏艾兰得营养品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半个多世
纪以来，IVC 一直为美国高端食品、药品和零售商
提供高品质膳食补充剂的生产加工，以及为世界范
围内的合约客户生产营养品、处方药和 OTC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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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C 的创新、品质和供应链效率使得其成为美国最
大的、最快速增长的自有品牌营养品制造服务商，
并于 2013 年获授新泽西州第 48 届经济发展银鸥
奖，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两年入选新泽西年度成
长最快企业 50 强。通过本次收购，IVC 将获得更
强的创新能力、更优的产品组合、更多的客户资源、
更大的产能空间和更高的运营效率，显著提升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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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个股 ：鹰君旗下房地产基金售三藩市办公楼予海航，作价 2.55 亿美元
（来源：路透）

6 月 23 日，从事物业发展及投资与酒店经营的
鹰君集团 宣布，旗下非全资附属公司美国房地产基
金，以 2.55 亿美元（约 19.8 亿港元）出售位于三
藩市 ( 旧金山 ) 一幢办公大楼予海航集团旗下从事
高科技产业的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鹰君的声明称，公司持有该美国房地产基金
49.97% 权益，预期该基金将向公司分派约 5,986
万美元。经进一步计及于过往年度录得的未变现重
估收益，预期公司将获得纯利 1,867 万美元。

利福尼亚州三藩市及一般称为 Mission Street 123
号，目前该楼宇出租率约为 95%，合共由 14 名租
户租用。
鹰君表示，三藩市写字楼价格于去年迅速上涨，
尤其是该楼宇所在的三藩市市中心。因此，资产管
理人认为出售该物业乃属适当，能让美国房地产基
金可于有利的市场环境中获取利润。该代价反映该
物业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估值溢价为 13%，并
为美国房地产基金带来吸引的回报。

海航购入的物业，包括一幢楼高 28 层、可出
租面积约 34.6 万平方尺的办公大楼，其位于美国加

万向造车只欠东风“中国版特斯拉”要来了
（来源：新浪科技）

经过一系列的海外并购，汽车零部件巨头万向
集团的造车计划在 3 年后终于进入倒计时。在菲斯
科 Karma 后，首款车型 Karma Revero 最早将于 6
月在美国南加州工厂下线，并计划在 2016 年年底
前正式上市。
从 2013 年完成对美国最大的新能源电池制造
商 A123 公司的收购，到 1 年后以 1.492 亿美元的
高价竞得美国电动车制造企业菲斯科，再到去年年
底与宝马达成合作，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擅长资本
运作和海外并购的万向正在快速向着实现造车梦进
发。
“美国工厂的进程直接关系到万向新能源车进入
中国市场的时间。”汽车行业资深专家田永秋表示。
在其看来，Karma Revero 样车下线后，万向目前
各方面条件均已满足《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
规定》，拿到生产资质已是板上钉钉。
率先落地美国
按照去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发布的
《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要求，申报企业
必须自行试制至少 15 辆同一型式的纯电动乘用车，
并经过授权的专业机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等）检测。
“由于 Karma Revero 首批样车去年底进行了
调整，目前还在生产组装中，所以影响了万向在国
内生产资质的申报时间。”田永秋透露。
据 悉， 目 前 Karma 汽 车 位 于 美 国 南 加 州
Moreno Valley 市南工业区的工厂已经建设完成，
首款车型 Karma Revero 的生产组装演练正在持续

进行，到 5 月整个工厂将能完全为新车下线做好准
备。同时，万向还从通用等跨国公司挖掘高管，负
责产品研发、财务、营销等部门。
而万向之所以在美国建厂生产，不仅是为兑现
收购菲斯科时的承诺，而且也是无奈之举。资料显示，
万向能够顺利收购菲斯科，是因为其在向美国政府
提出的《复兴计划》中明确表示，将在美国建厂解
决一些当地就业问题。而根据当时万向收购菲斯科
后提供给破产法院的文件，万向将尽快恢复 Karma
的生产，并预计在前 18 个月内在美国和欧洲分别
售出 1000 辆和 500 辆。
万向制造的首款电动乘用车不仅将竞争对手指
向特斯拉，其销售模式也有望复制特斯拉。“目前，
万向正在考虑是否使用直销的模式来进行销售。”有
接近万向的人士表示。有消息称，Karma Revero
在外观方面将基本保留 Fisker Karma 的设计，并在
内饰方面进行了不小的改动，其动力系统搭载了源
自宝马 i 系列的动力总成，其中包括电池、电子系统、
布线、充电设备等。
两年后或国产
“最快到明年年初，万向应该可以拿到新能源车
生产资质。在 2018 年年底到 2019 年，如果顺利
的话万向应该会在国内建厂。”上述接近万向的人士
对记者表示，“万向在国内的工厂可能会选择现有的
新能源车生产基地进行改造。按照目前的进程，国
产车或将在 2019 年年中可以问世。”
“依托 A123 电池技术、Fisker 车身技术，再加
上与宝马达成合作协议后将采用宝马动力总成技术，
万向打造的电动车在获得我国相关部门的认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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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电动乘用车计划将快速成型。”在田永秋看来，随
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放开和发展，Karma 汽车肯定
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新能源汽车产品投放中国市场，
实现本地化生产。
5 月 26 日，《 道 路 机 动 车 辆 生 产 企 业 及 产 品
公告》（第 285 批）对拟发布的新增车辆生产企业
予以公示，万向集团无疑成为了本次公告的最大亮
点——在被公示的 7 家企业中只有万向作为新建新
能源商用车生产企业进入目录。这是继 2 月份，发
改委对万向集团公司年产 5000 辆新能源客车项目
进行了核准批复，20.61 亿元的新能源客车项目终
于落地杭州之后的又一大利好。对此，有业内人士
认为，虽然制造电动乘用车和电动商用车有一定差
距，但在供应链方面可以实现部分共享，这也为未
来万向新能源乘用车国产埋下了伏笔。
不 过， 推 动 万 向 加 速 国 产 还 有 另 一 个 原 因。
Karma 作为豪华车型，其定位比特斯拉还要高，据
美国媒体预计，Karma Revero 售价可能在 13.5 万
美元以上。即使与特斯拉一样，在进口后价格不变，
加上关税价格也高高在上，万向势必要通过国产降
低成本。
前景待考
“从未来几年看，豪华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有率应
该会超过汽油车，但能达到 20% 的比率也就最高
了。”田永秋表示，“Karma 在中国能多火，最终价
格还是决定因素。”

可能就值几千万美元。但这个 LOGO 拿到中国市场
有多大意义，尚无法预计。
菲斯科与特斯拉都诞生于美国加州，菲斯科也
正是凭借着出众的外形和绿色环保车的概念，使
Karma 在上市后大受追捧。而随着后续投入的缩减
及管理问题的暴露，使得菲斯科从拥有众多明星拥
趸走到了破产边缘。在中国，尽管特斯拉的发展也
一波三折，但其毕竟占尽了先机。数据显示，在充
电桩建设方面，特斯拉已实现其车主家庭充电桩安
装率超过 90%，全国已经拥有 1200 多个目的地充
电桩和 390 多个超级充电桩，配套设施的完善使得
特斯拉一季度在华销量暴增 300%，中国市场对特
斯拉认可程度正在日益提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对新能源车企的扶持
力度正在减弱，万向国产后或许政策红利期已过。
这对新入局的万向来说，都是不利因素。虽然客观
条件给了万向多重考验，但万向的坚持和前期投入
或许应该让市场给予其更多冀望，毕竟高价换来的
不只是菲斯科的汽车产品和设计，还包括其知识产
权和大量的专利技术。汽车分析师贾新光就表示，
“菲
斯科自己做开发，虽然公司不大，但是研发能力强，
至少比特斯拉强。”由此看，万向大手笔的海外收购
也许真的值了。
“我这一代造不了汽车，我儿子也要造！”如今
年过七旬的鲁冠球终于可以放下包袱，圆自己的造
车梦了。

除了价格，Karma 的品牌影响力也有待考验。
在万向高价竞得菲斯科的合同中，菲斯科 LOGO 的
延续性作为了交割条款，当时评估这个 LOGO 本身

美国《新闻周刊》全球绿色排行榜出炉 中信银行居中国银行业首位
（来源：新浪）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发布了 2016
年度“绿色排行榜”
（Green Rankings）。中信银行
凭借优异的社会责任绩效表现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
水平跃居全球排名第 245 名，较上年的 350 名大幅
提升 105 名，自上年参评起蝉联中国银行业首位。
《新闻周刊》的年度绿色排行榜是全球最受认可
的企业环保排名之一，它根据企业的世界环境影响
力，对全球 500 大上市企业进行排名。2015 年度
排行榜主要根据 8 个环保表现指标作出评比 ：能源
生产力、温室气体排放率、水量产生率、废物回收率、
绿色收入评分、绿色支付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及环保审计标准等。
据了解，中信银行今年绿色排名的大幅提升，
得益于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得分提高。自 2009
年开始，中信银行先后引入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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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力量，以上海证交所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和
香港联交所的 ESG 指引为依据，以 GRI（G3）和（G4）
为标准，在中国银行业率先实现了在全行范围内的
环境绩效数据的持续统计。中信银行不断开展专项
培训，普及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理念，规范数据统
计定义和口径，并在大力开展培训的基础上建立起
一支涉及全行所有分支机构、多达 1800 多人的专
业队伍。
2015 年，中信银行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能力
建设，共梳理完善了 700 余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
标，创造性地开发上线了“中信银行社会责任报告
信息管理系统”，成为国内首个采用信息化手段实施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银行。此次中信银行绿色排名
大幅提升，是对中信银行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信息
披露能力和水平的充分认可。

会员新闻
复星国际拟分拆附属公司赴美上市
（来源：智通财经网 ）

复星国际 6 月 23 日公告，公司已根据上市规
则向港交所递交申请，寻求对 Ironshore Inc. 拟于
纽交所或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事宜的批准。
首次公开招股需要公司 Ironshore Inc. 各自的
董事会最终决定，就可能首次公开招股向美国证券
交易监督委员会递交的上市登记申请的效力以及相
关证券交易所得批准方可做实。

资料显示，Ironshore Inc. 为公司间接全资附
属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通过其附属公司之辖下
多个国际平台，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经由经
纪人渠道的专业商业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服务。

中资银行首次进入全球私人银行榜单
（来源：金融时报）

中国两大银行集团首次进入全球最大私人银行
排行榜，他们管理的资产迅速增长，而多数国际竞
争对手的资产大幅下降。
全球第二大银行、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工商银
行 (ICBC)，以及中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总部位于
深圳的招商银行 (China Merchants Bank)，如今
在全球 25 家最大私人银行榜单上分别排在第 23 和
第 21 位。
招商银行的私人银行资产去年飙升 66.4%，至
1929 亿美元，使其在榜单上一举超越纽约梅隆银行
（BNY Mellon，总部位于纽约）、法国农业信贷银
行 (Crédit Agricole) 以及瑞士私人银行 Lombard
Odier。
由咨询机构 Scorpio Partnership 编制的这一
受到密切关注的排行榜还显示，工行的私人银行资
产去年大幅增长 35.9%，至 1540 亿美元。
中资银行资产快速增长，与美欧同行的情况形
成鲜明对比。全球前六大私人银行中，五家的总资
产去年出现下降，其中瑞信 (Credit Suisse) 和花旗
(Citi) 沦为重灾区，资产分别下降 7.1% 和 7.6%。
总体而言，25 家最大私人银行管理的总资产下
降 1.7%，而 2014 年曾增长 3.4%。
专 业 服 务 公 司 毕 马 威 瑞 士 (KPMG Switzerland) 的 合 伙 人 克 里 斯 蒂 安 • 欣 特 曼 (Christian
Hintermann) 表示，很多私人银行去年遭遇逆境，
因为“金融市场具有挑战性，没有帮助增长资产”。
资产管理咨询机构 Spence Johnson 的亚太区
总监吴尹 (Yoon Ng) 表示，中资银行之所以表现优
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是因为国内财富市场
快速增长。
根 据 咨 询 公 司 凯 捷 (Capgemini) 的 数 据， 拥
有至少 100 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中国富人数量在
2014 年大幅上涨，达到 89 万，增幅达到 17.5%。
中国的整体财富资产也强劲增长五分之一，至 4.5
万亿美元。

吴尹说 ：
“对于中国财富市场的预测是，它很快
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深的财富市场。中资银行是
理财方面的后来者。之前他们基本上把理财让给了
信托业。现在他们正在追赶。”
她补充说，中资银行同时也在挤入新加坡和香
港的财富市场。直到不久以前，这两个市场由汇丰
(HSBC) 和渣打 (Standard Chartered) 等大型国际
集团所主导。
据 Scorpio Partnership 高级经理安妮 • 卡奇
普尔 (Annie Catchpole) 介绍，各大中资银行还更
加注重在亚洲各地获取客户，并改进他们的海外分
行网络，增加面向富裕客户的产品和服务。
“中资银行作为品牌正变得更受尊重和老牌，这
无疑对他们吸引顾客的能力产生了影响，”她说。
吴尹警告说，中国的私人银行不太可能在未来
两三年在欧美市场获得显著份额。“中资银行将试图
打入欧洲和美国的财富市场，但是除了争取中国公
民外，他们要在那里竞争并不容易，”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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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比亚迪 ：美国新能源市场的造梦者
（来源：和讯网）

在遥远的美国西部，最近将有四座太阳能单体
电站项目竣工，规模最大的一个占地 490 英亩，面
积相当于 277 个标准足球场的总和，产生的电力足
以满足加州 13776 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但这些都不
是重点，重点是：这四个项目使用的都是比亚迪组件。
当这一万多户家庭打开电灯电视时，他们也许
不会想到，这些电力源于一家中国企业的绿色梦。
21 年间，比亚迪从一个生产镍电池起家的工厂，
发展为中国成功的新能源企业，并一举成为全球新
能源行业中的黑马。
在发展新能源事业的初期，比亚迪就把目光投
向远方，立下了“三大绿色梦想”，即通过太阳能、
储能和电动车三大领域，解决人类未来的能源问题。
人们或许听说，从推出第一辆电动汽车，到一
举拿下 2015 年全球新能源车销量第一的桂冠，比
亚迪花了 7 年时间 ；但人们可能还不知道，与此同
时，比亚迪的另外两大梦想也在默默耕耘。
2008 年是比亚迪实现飞跃的一年——“股神”
巴菲特的注资把比亚迪推到了全球投资者和媒体的
聚光灯下。与此同时，在太阳能领域没背景没技术
的比亚迪人，硬是凭着坚持新能源事业的初心和愈
挫愈勇的精神制造出了第一块太阳能板。
2010 年，比亚迪太阳能组件首次被安装到美
利坚的土地上，短短六年间，比亚迪对美出货超过
600MW，预计 2016 年全年对美出货 500MW 以上。
这意味着美国数十万家庭或商业用户都将能用上比

亚迪太阳能板所发的电。
太阳能产业做得风生水起，储能业务也在美国
市场发力，比亚迪是更早涉足美国储能业务的企业
之一。
2015 年 5 月，新能源巨头 Invenergy 公司宣
布建成两座 31.5MW/12.06MWh 储能电站，使用
的全部是比亚迪的储能系统，其中位于伊利诺伊州
的项目更是 PK 掉诸多竞争对手，斩获当年北美储
能论坛“集中式储能创新奖”。
就当旁人都在赞叹其取得的成就时，比亚迪人
又一次开始了对新能源未来发展的思考。
在短短十年间，世界各国能源结构转型、太阳
能技术成熟、优惠和补贴等利好政策让太阳能市场
日益火爆。市场的繁荣使得太阳能发电成本急剧降
低，但同时也拉开了残酷价格战的序幕。
如何从单纯的设备提供商实现升级，成为了摆
在比亚迪新能源事业面前的一道考题。
今年 5 月，比亚迪最新的太阳能和储能配套
解决方案亮相菲律宾最大电力峰会 ；刚刚结束的
2016 上海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展会上，这
一“光伏 + 储能”模式再次被提起。
一路走来，从一无所有到成为美国新能源市场
的实力派玩家，比亚迪从来不缺勇气和智慧。比亚
迪已经开启了整合资源的商业模式，即将创造出能
源行业新的玩法，敬请期待“光储一体化”模式带
来改变新能源行业格局的力量。

美国加州拟斥资 910 万美元购中国电动卡车
（来源：商用车新网）

美国加利福尼亚决定将出资 910 万美元用于
购买 27 辆比亚迪纯电动卡车，这些车辆将会被用
在空气高污染地区，以获得更好的空气质量。此购
买的比亚迪车型的设计和制造都在美国本土所完
成。
据悉，加利福尼亚是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盆
地之一。圣贝纳迪诺县的地方政府协会将接手加州
政府的 910 万美元基金，并将作为电动卡车的示范
点，采购 27 辆比亚迪电动卡车以服务深受污染侵
害的三个社区。 据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称，这一项
目将有助于把排放最清洁的卡车用在货运压力最大
的领域，例如在码头移动货物。
这些新能源卡车的到来意味着将为加州带来更
纯净的空气，尤其是对于那些居住在货运交通枢纽
周围社区的住民。此次美国购买的比亚迪电动卡车
会在美国洛杉矶完成设计和制造过程。另据外媒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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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在近期获得了一个单笔数额为 2360 万美元的
资金，该资金将会为一个服务于加州港口的示范项目
生产 8 级纯电动重卡（自重大于 14.97 吨的卡车）。

会员新闻
华为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 称将保持持续增长势头
（来源：路透香港）

7 月 25 日，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周一公布，
上半年营收增长 40%，并称今年可能“保持持续增
长势头”。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
华为发布声明称，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2,455 亿元人民币 (368 亿美元 )，营业利润率从之
前半年的 18% 降至 12%。
华为在简短声明中未详细说明业绩情况。该公
司与瑞典爱立信 ( 易利信 ,Ericsson)(ERICb.ST) 全
球电信设备生产商竞争龙头地位。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声明中说 ：
“我们将继
续稳健经营，在 2016 年有信心保持持续增长势头
和良好的财务状况。”
孟晚舟称，“受益于华为构筑的全球化均衡布局
和聚焦管道战略，2016 年上半年华为在三大业务
领域均获得稳健增长”。她指的是华为的电信、消费
设备和企业业务部门。
华为今年稍早称，2016 年销售收入目标为 750
亿美元。华为去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增幅为 30%。

安邦撤回收购美国信保人寿申请 近期将重新申请
（来源：新浪财经）

安邦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市场的热点。
6 月 1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安
邦保险集团（下称“安邦保险”）收购美国信保人
寿保险公司（Fidelity & Guaranty Life Insurance
Company，下称“美国信保人寿”）的未决交易中，
纽约金融局要求安邦保险补充更多信息。
随后，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安邦保险的
人士解到，目前，安邦保险已经撤回了此前提交的
审批申请，并准备在近期重新提交申请文件。安邦
保险和美国信保人寿都在积极配合监管工作。
对于其中的“症结”，一位纽约知情人士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纽约金融局和安邦保险讨
论后，认为需要补充部分材料，因此安邦保险暂时
撤回原有申请。”
根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市场对此看
法不一，既有撤销不会对重新提交申请造成影响的
声音，也有撤销意味着收购受阻的质疑。
成功收购信保的概率有多大？
2015 年 11 月 10 日，安邦保险宣布按照每股
26.8 美元、溢价 28.9% 的价格收购美国信保人寿
100% 股权，收购将花费约 15.9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100 亿元。这笔交易预计将于 2016 年第二季度
交割完成。

然而，这次备受期待的收购似乎出现了“波折”。
对于此次安邦保险撤回此前提交的审批申请，一位
知情人士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举并不
意味着安邦保险遭到监管阻挠，安邦保险此次撤销
不会对未来重新提交申请造成影响，并预计交易将
按照既定计划完成。这桩交易案已获美国海外投资
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简
称”CFIUS“）批准通过，想得到 CFIUS 批准并非
易事，此前很多中国知名买家都被卡在这个环节。”
据悉，CFIUS 负责排查海外投资并购中潜在的
国家安全威胁。近年来，中国买家出现在房地产、
制造业、金融业和科技业等企业竞标中的频率越来
越大，也引起了该机构更多的安全审查。
不过，此前一些国内知名买家出海收购撤回的
案例令市场对安邦此次收购也有所担忧。此前不久，
由安邦保险、美国弗劳尔斯投资公司和春华资本有
限公司组成的财团突然对外宣称，考虑到各项市场
因素，决定撤回其提出的以每股 82.75 美元现金收
购喜达屋全部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非约束性收购方
案，且不再准备提出其他方案。
对此，一位投行人士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
者坦言，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这一交易仍需通过
监管审查和批核程序方可进行。
美国信保人寿在 6 月 2 日的公告中表示，该公
司与安邦保险一道，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工作，争取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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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完成交易。
全球范围内寻求保险公司标地
根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自 2014 年
10 月以 19.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之后，安邦保险便开始大举布局海外金融市场。先
是 2014 年 10 月收购比利时 FIDEA 保险公司 100%
股权，当年 12 月收购比利时德尔塔 · 劳埃德 银行
，进入比利时金融市场 ；之后在 2015 年 2 月以约
合 1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韩国东洋人寿 57.5% 股权，
同月又以约 1.5 亿欧元的价格收购荷兰 VIVAT 保险
公司 100% 股权，也进入荷兰保险市场。目前，这
些国际并购全部获得监管层审批，顺利完成交割。

模经济，大公司有更大规模的资产可以用来分担固
定成本，对大公司来说收购是扩大规模的最快方式。”
安邦保险宣布收购美国信保人寿时表示，这是
为安邦保险进入美国寿险和固定年金产品市场提供
了发展平台，并将使安邦保险在固定年金产品市场
份额上成为第六大保险公司。美国信保人寿成立至
今已有 56 年历史，其所服务的客户在全美超过 70
万人，该公司经营良好，现金流稳定，管理团队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双方公布此项收购之后，穆
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美国信保人寿的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上调为“乐观”。此外，截至 2015 年
末， 东 洋 人 寿 总 资 产 增 长 10.8% ；运 用 资 金 增 长
10.6% ；ROE（净资产收益率）达 8.2%，管理资产
收益率达 4.3%，分红收益率达 5.2%。

对于安邦保险热衷投资保险公司的原因，业内
在此前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安邦保险董事长吴
人士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如果投资标
小晖曾公开表示，安邦保险全球发展态势良好，所
的是一家保险公司，则对这家公司在行业中的大体
情况会相对了解，经营、运作方式也会存在相似之处。 有投资项目均已实现盈利，安邦资产规模也在随之
具体而言，一是可以实现多元化，二是可以形成规 增长。

专访中兴美国分公司 CEO ：在 NBA 已赞助 5 支强队
（来源：腾讯网 ）

中兴公司是骑士和勇士两支球队的赞助商。在今
年 6 月 11 日 NBA 总决赛第四场比赛结束之后，腾
讯体育专访了中兴公司美国分公司的 CEO。
记者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中兴赞助球队的德
比之战，您能不能透露下，是什么时候开始赞助勇士，
什么时候开始赞助骑士的？
中兴美国分公司 CEO ：在去年的赛季，我们第
一次赞助金州勇士，就帮助他们拿到了总冠军，他们
就一直称中兴是他们的幸运之星。所以，骑士也一直
想我们赞助，去年的第六场，骑士邀请我过来看比赛，
而且整个的赛场都布置成中兴的元素。虽然当时还没
有赞助骑士，但是我被他们的诚意打动了，同时这个
赛季第一次赞助骑士队。
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就说了，今年 NBA 总
决赛最大的心愿就是总决赛成为中兴的德比，现在终
于愿望实现了。
记者 ：中国企业赞助美国的体育运动，你们是做
的比较成功的。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下？在体育
赞助方面，在和球队的合作方面，有没有什么心得？
中兴美国分公司 CEO ：其实这个赞助就是做品
牌的传播，一定要忠实与你品牌本身的文化和元素。
中兴是一直秉承一个全球化，本地化的策略，同时又
会努力去扎根当地的社会，回馈于社区。所以这两个
结合起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可以想象到找到什么
样的东西来传播你的文化。所以我们中兴到美国来是
98 年就开始了，在过去的 6 年时间里，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手机开始成长，所以我们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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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品牌，于是我们就选
择了 NBA。这样的话，选择的这个球队呢，一方面
要向我们在手机市场上这种争夺冠军的勇气和实力，
一方面要有回馈社区的使命感，要这样结合起来。所
以我们首先选择了火箭队，上个赛季增加了勇士队和
纽约尼克斯队，这个赛季我们又增加了骑士队和公牛
队，所以我们现在一共赞助了 5 支球队。
记者 ：刚才你说到体现你们的元素，我看今天赛
场上就有你们的元素，比如球迷穿的衣服上也有这个。
中兴美国分公司 CEO ：是啊，你看这个衣服袖
子上就有 AXON 7 by ZTE 的字样，也就是我们今
年刚上市的天机 7 手机。这是我们将这个元素印在
袖子上的原因，今年骑士主场的 T 恤的元素叫“ALL
in 216”。可能很多人不清楚，明明是 2016 年，克
里夫兰这里为什么要 216 呢？因为你要拿到总冠军，
必须要赢 16 场比赛，同时呢，克里夫兰的区号又是
216。所以这个设计，也是我们和骑士球队一起考虑
的结果。
记者 ：刚刚您介绍到了，如果骑士和勇士任何一
支球队夺冠，你都会得到一个戒指？去年你已经得了
一枚，今年你还能得到一枚？
中兴美国分公司 CEO ：是这样的。我刚才和萧
华聊天的时候说，我们今年有一个公司肯定是赢家。
萧华就说，我知道，是你们中兴，因为你们中兴赞助
了两家球队，不管是勇士赢还是骑士赢，你们中兴都
是赢家。

会员新闻
中兴在美国发布 99 美元的新智能手机
（来源：中国经济网 ）

7 月 18 日，中兴通讯在美国纽约发布其新手机
Zmax Pro。 据 悉，Zmax Pro 是 中 兴 通 讯 旗 下 的
Zmax 系列手机的第三款。该款新手机的最大特点
是 ：搭载骁龙 617 处理器、采用 6 英寸屏幕且带有
后指纹识别，更令人惊喜的是该机在运营商处的签
约价仅为 99 美元（约折合人民币 660 元）。
在 配 置 方 面，Zmax Pro 采 用 的 6 英 寸
1080P 显 示 屏，8 核 骁 龙 617 处 理 器（Adreno
405 GPU）
，2GB 内 存，32GB 机 身 存 储 可 扩 展，
500 万 +1300 万 摄 像 头 组 合（ 支 持 相 位 对 焦 ），
USB Type-C、后指纹识别，电池容量 3400mAh，
搭载了软件 Android 6.0。
中兴负责人表示，电子产品高频率的更新
换代才能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Zmax Pro 是 100
美元以下手机中配置新标杆。该机将从 8 月 1 日起
在美国 MetroPCS 网站首发，售价 99 美元（约合
人民币 660 元），前 5000 名预购购者还将获赠原
装皮套。
中兴通讯此前推出的 Zmax 系列两款机型
是 Zmax 和 Zmax 2， 分 别 于 2014 年 和 2015 年
发布。

巴拿马运河扩建首航仪式举行 中远海运货轮参加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在当
天的首航仪式上表示，这项工程的竣工应该让所有
巴拿马民众感到自豪。巴雷拉形容这是巴拿马“历
史性的时刻”。他还希望巴拿马运河扩建带来的收益
能够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的“中远海运巴拿马”
号货轮通过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一侧的阿瓜克拉
拉船闸，成为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完工后通行的第
一艘船。
巴雷拉在仪式上为“中远海运巴拿马”号货轮
授予首航过河纪念牌，并向中远海运集团董事长许
立荣授予运河新船闸开通纪念银币。
成千上万的巴拿马民众聚集观看仪式。不少民
众对巴拿马运河扩建后的发展前景表示期待。巴拿
马方面希望扩建工程完成后巴拿马运河可以带来更

多收入。2015 年，巴拿马运河通行总收入达到 26
亿美元。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航运要道之一，巴拿马运
河扩建工程开始于 2007 年。工程包括在巴拿马运
河两端各修建一个三级提升的第三套船闸和配套设
施，同时拓宽并挖深加通湖至库莱布拉之间的蛇形
航道。工程造价约为 52 亿美元。
巴拿马运河扩建后能够通过的最大集装箱船的
运力在 1.3 万标准箱左右，是过去的两倍多。运河
的货物年通过量也有望从现在的 3 亿吨增加到 6 亿
吨。
自 1999 年美国移交了运河控制权后，巴拿马
从巴拿马运河得到的直接收益大约是上百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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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恭喜全部航空公司会员名列 2016 年 Skytrax 全球航空公司百强
（来源：Skytrax）

国际知名权威航空公司及机场调研评级机构
Skytrax 公司 7 月 12 日在英国范堡罗国际航空航天
展览会期间发布 2016 年度全球航空公司百强排名，
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四家理事会员
企业 ——海南航空集团、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全部上榜。总商会联系会员企业达美航空（Delta
Airlines）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
也双双榜上有名。
Skytrax 自 1999 年起每年对全球航空公司和机

场相关服务进行调查评估，是业内公认的权威排名；
总商会会员连续多年上 · 榜，备受好评。其中海南
航空集团不仅连续六年被评为全球仅八家的五星级
航空公司之一，今年更跃升至榜单第十二位，刷新
了中国航空企业排名的最高纪录。
随着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两国
之间的商务差旅也日益频繁，上榜企业已开通共计
40 多条中美航线，还将继续新增。总商会衷心祝贺
全体获奖会员企业，并预祝各企业来年取得更大的
成功。

摩根士丹利看涨阿里 因阿里云将提升公司估值
（来源：网易财经）

阿里巴巴集团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BABA) 股价今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不过摩根士丹
利 (Morgan Stanley, MS) 向客户表示，明年的情
况会不一样。
摩根士丹利预计，受很多投资者没有重视的一
些原因影响，这家中国电子商务行业领头羊的股价
将从 80 美元飙升至 130 美元。该行认为，阿里巴
巴已经转型为一家数据公司，能够获得更高估值。
摩根士丹利看涨阿里巴巴的理由是其数据平台
阿里云 (AliCloud)，目前阿里云的发展速度超过了
亚马逊公司 (Amazon.com Inc., AMZN) 旗下云服
务业务 Amazon Web Services（简称 AWS）
。同
意这种看法的投资者可以卖出阿里巴巴 8 月看跌期
权（执行价为 72.50 美元），阿里巴巴股价在 80 美
元左右时，这些看跌期权价格出价为 1.21 美元。
这种交易的主要风险是阿里巴巴股价大幅跌破
72.5 美元的行权价。如果该股下跌，卖出看跌期权
的投资者必须以更高价格平仓 ；例如当该股跌至 60
美元时，这一看跌期权价值将为 12.50 美元，或者
期权卖方按行权价买入该股。
摩根士丹利跟踪阿里巴巴的分析师 Robert Lin
向客户表示，阿里巴巴的阿里云被低估。他预计，
到 2020 年底之前阿里云的收入年增长率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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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Fabian Bimmer)

他对阿里云的估值为 390 亿美元，为他对这部分业
务 2020 年销售额预期的 4.5 倍。相比之下，摩根
士丹利美国分析师对亚马逊 AWS 的估值为 910 亿
美元。
时间会证明 Lin 是对的，不过阿里巴巴若只根
据基本面进行估值境遇会很惨淡。该股面临着中国
经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持续贬值的阴影，并且该公
司在与投资者沟通方面整体表现糟糕。
此外，中国已加强对互联网广告的监管，这
可能会对阿里巴巴的利润造成冲击。(STEVEN M.
SEARS)

会员新闻
美国中国总商会恭喜五家会员名列 2016 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影响力十强
（来源：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

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和克而瑞研究中心于 7 月
18 日联合发布 2016 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影
响力百强排行榜，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五家会员企业 ——绿地集团、万达集团、万科地产、
碧桂园和金地集团名列十强。
2016 年上半年，五家会员企业在房地产和自
身品牌两个层面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能力。金
地集团在过去六个月里的销售业绩同比增长了一倍，
创下历史新高。碧桂园在三四线城市的热销体现了

出色的战略眼光和部署能力。万科仅 2016 年 6 月
单月销售额就达到 424 亿元，刷新了中国房地产史
上最高单月销售记录。万达的文化旅游项目持续火
爆，在打造明星地产项目的同时，也注重塑造其创
始人王健林的明星企业家品牌。名列榜首的绿地集
团微信公众号分类完善、原创众多，在产品与客户
之间成功地搭建了多功能高效率的沟通桥梁。
总商会对以上会员企业取得的骄人业绩表示由
衷的祝贺！并预祝各位会员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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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 ：纽约星空下 和地标建筑一起重温经典电影
（来源：复星集团）

伴随着爆米花的香甜气息和夏日的习习凉风，
复星集团的 28 Liberty 大楼与纽约下城联盟合作举
办的夏日广场电影之夜为下城居民带来了崭新的夜
生活。
7 月 21 日电影之夜展映的第一部电影是导演斯
皮尔伯格的经典之作《ET》，吸引了众多下城居民
前来观赏。大屏幕亮起影片开始，众人便沉浸其中。
观影者中有温馨的一家人，孩子一脸满足地吃着 28
Liberty 提供的爆米花，父母则相互依偎回味着昔
日的经典佳片 ；亦有三两好友结伴而来，铺着毯子
溜着小狗，在广场享受露天电影 ；还有一些行人路
过便驻足停留，尽情享用好运带来的影片福利。当
影片放到艾略特骑着自行车载着 ET 以及他们的梦
想在深蓝天幕上缓缓飞过时，众人都不禁默默屏息，
充满感动。
在和观影者们交流中，下城居民 Alex Watkins
不禁感叹道 ：
“《ET》这部影片于我像是一则感人的
美丽童话，在我童年时期给我带来了无限温情与感
动。你们举办的夏日电影夜非常有意义，能够将大
家再度带回曾经纯真的 80 年代。”

之夜，令其成为曼哈顿下城电影爱好者的最新地标。”

此次夏日电影夜是 28 Liberty 的第一次尝试，
参与者们积极的反馈令我们倍感欣慰。从 7 月 21
日 -8 月 25 日每周四晚在 28 Liberty 广场上都会举
办电影之夜，本次选取的 6 部影片都是 80 年代著
名的家庭影片，例如《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
8 月 4 日晚放映的《太空炮弹》作为致敬并恶 《绿野仙踪》等等。28 Liberty 希望能够以此给下城
搞星战的经典影片依旧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观看。 居民提供举家结伴观影的契机，丰富下城文化生活、
我们还有幸遇到给 28 Liberty 提供爆米花的供应商
增进下城居民间的融合。之后，28 Liberty 将始终
Judy，她表示该活动为下城夏季夜晚注入了新鲜活
遵循自己作为下城文化推动者的使命，努力为众人
力，是个举家出行的好选项。
不断提供更多元、更有趣的活动，令下城焕发无限
曼哈顿下城的当地媒体也都给予了复星和 Lib活力。
erty 28 的电影节创举，热烈的好评。NYC.com 记
者写到，“复星集团于 Liberty 28 广场举办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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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蜗居”发生在美国，海尔展示小空间解决方案
（来源：中国新闻网）

6 月 24~26 日，第十一届美国 Dwell on Design 在洛杉矶会议中心举行，作为美国最大的室内
设计展，Dwell on Design 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知名
企业和专业设计师参加，今年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多家单位参展。海尔联合美国制造商在现场搭
建了“The Haier Home”( 海尔之家 )，用场景体
验的模式为美国消费者展示了小空间住房的整体解
决方案。
在海尔之家中，海尔展出了包括洗衣机、14.2
立方英尺法式小冰箱和整套厨电在内的多种家电产
品。现场展示的嵌入式烤箱、燃气灶和烤箱一体的
欧式集成灶专为城市小公寓、微型住房打造，方便
实用又节省空间，其新颖的设计成为本次展会的一
大亮点，引起美通社、Forward Geek 等多家美国
媒体的关注。
在美国，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上升，以纽约市
为例，城市人口密度已高达 12359 人 / 平方公里，
全市有超过 27 万个“拥挤”的公寓，约 148 万人
住在拥挤或者严重拥挤的公寓里。在旧金山、纽约
和波士顿等大城市，政府正在鼓励建造微型公寓来

解决这一问题。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变化，海尔提出
了小空间生活解决方案，旨在让城市小公寓住户也
能享受到现代家电所带来的智能、高效和便捷。
事实上，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海尔始终
以用户为中心，深入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进而通
过整合全球一流科研资源将用户需求变为创新产品。
在国内，针对消费者反映的传统冰箱保湿的环境难
以保存干货食材的难题，海尔研发出世界首台干湿
分储冰箱，让茶叶、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干货也
能使用冰箱储存，并开始出口海外。同样，从“用
户思维”出发而创新出的海尔紫水晶洗衣机，以行
业同体积下最大的 525mm 大筒径实现小体积大容
量，普通 8KG 体积洗衣机拥有 12KG 大容量，同样
的体积为用户带来更大的洗衣空间。
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和“本土化”的海外
战略，让海尔成长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家
电品牌。目前海尔已经连续 7 年蝉联全球家电销量
冠军，产品成功进入欧、美前十大家电连锁渠道，
100 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为此业内专家指出，凭
借强大的创新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海尔能够整合全
球一流的资源为用户提出更具差异化的产品解决方
案，市场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美国中国总商会多家会员企业名列 2016 年中国与世界财富 500 强
（来源：《财富》杂志官网）

《财富》杂志于 7 月 13 日和 7 月 20 日先后发
布了 2016 年度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榜和 2016 年
度世界企业 500 强排行榜，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
简称总商会）多家会员企业榜上有名，涵盖能源及
化工、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贸易与物流等多
个行业。总商会共计 5556 家会员企业名列中国企
业 500 强，其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共计七家会员企业名列前十 ；共计 3940 家
会员企业名列世界 500 强，其中国家电网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名列前五。总商会对上榜的会员企业在过去
一年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表示衷心祝贺！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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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M 公司合伙人 Decilveo 先生因其出色的客户服务入选《咨询》杂志业界 25 强
（来源：RSM官网）

美国业界领先的、主营中级市场审计、税务和
咨询服务的 RSM 公司非常高兴地宣布，RSM 公司
的领袖，合伙人 Joe Decilveo, Jr. 先生最近因其出
色的客户服务受到《咨询》杂志的表彰。
据《咨询》杂志出版人 Joe Kornik 说，编辑评
委会每年要从 400 份左右提名中选出 25 强，获提
名者只有十六分之一的概率上榜。
“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Joe 为美国、欧洲、拉
丁美洲和亚洲很多顶级大公司提供了审计、财务和
商务诉讼方面的咨询服务。”RSM 公司的金融咨询
服务主管 Scott Peltz 说。“在 Joe 的领导下，我们
的商业诉讼咨询业务部门发展壮大到 70 多人。并且，

Joe 为董事会、董事会特别委员会、高管团队、法
务顾问办公室、投资人以及商业诉讼中其他相关人
士提供了出色的服务，他的获奖实至名归。”
“咨询行业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机会去理解客户所
面临的复杂挑战，并对此作出真正的改变，令从业
者受益匪浅。”Decilveo 先生说，“能够代表 RSM
公司和我们的 9000 名雇员领取这个奖项是我的荣
幸。”
Decilveo 先生等 25 位获奖者不仅在 5 月的杂
志专题中登场，还将在 6 月 16 日纽约举办的颁奖
晚宴上领奖。

《财富》杂志 ：比海尔并购 GE 电气家电更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
（来源：海尔文化）

如果十年前我告诉你，一家在美国消费者认知
中只是从事公寓用冰箱制造的中国企业有一天会收
购美国通用电气的家电业务，我相信你肯定会一笑
了之。
但就在本周一，这件事真的成为了现实 ：海尔
集团以 55.8 亿美元的价格正式完成了对通用电气家
电的收购。如果你认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那当你了解到海尔集团 CEO 张瑞敏是如何带领海尔
集团走过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就会觉得这远
远不足为奇。
一直以来，我经常会跟人说起张瑞敏是当今这
个时代最无所畏惧、最具改革精神的企业领导人之
一。昨天我和他促膝长谈过后，我开始更加确信这
一点。

就目前而言，这些理念可谓颇具创新，但并不
具有革命性。然而，张瑞敏当然不会止步于此。
“所有的大企业都被大企业病所困扰。官僚机构
形成后，他们就会变的很慢。你必须非常大胆，”他
说。他下一步的思考是 ：”最前线的员工必须了解
用户和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打破层级制。现
在我们没有部门，所有的员工都是创业团队中的成
员”——大约 3000 个创业团队——“很像内部初
创企业，我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
它们比你想象的更像内部初创企业。每个团队
都必须从企业外部引入风投资金，同时团队成员也
必须自掏腰包进行跟投。如果一个团队吸引不到外
部投资它就会面临解散。那么谁可以加入这些团队
呢？“原则之一就是这些团队必须对社会开放，不
是仅对现有的员工”，张瑞敏说道，“它必须是完全
动态的。”

张瑞敏这次来纽约，一是正值通用电气家电收
购交易完成交割，还有就是要在耶鲁 CEO 峰会上领
得传奇领袖奖 (Legends in Leadership)。实际上，
很多 CEO 甚至不知道海尔是世界第一的家电品牌，
谈到这种模式对自己角色的影响，张瑞敏表示：
也不知道张瑞敏之所以能获此成就，是因为他领导 “我不再是领导，最多，我会是这些团队的股东。
了至少三次根本性变革，并常常有超前于竞争对手
听起来，他俨然是商业世界中一位不同寻常的
的思索。
未来学家。但事实并非如此 ; 他掌管着世界上最大
现在，他的想法是 ：
“在旧经济中，竞争存在于
的家电品牌，拥有 6 万员工，加上整合通用电气家
产品或者是品牌中。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竞争是平
电后将是 7.3 万。他没有要求所收购的公司完全以
台间的竞争。你或者成为平台，或者被平台终结。” 这种模式进行管理，但他说，“我们希望当地的管理
为此，张瑞敏正在打造一个涵盖冰箱、烤箱等众多
者能够基于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法律将这种理念
产品的物联网平台。“这个概念并不新”，他说，“但
运用到实际运营中”。
是在现在的经济中，还没有一个产品能真正体现它”。
对于未来，张瑞敏不抱幻想，而是对挑战充满
除了海尔和海尔的客户（他更喜欢称其为用户），这
理性判断
：
“我们实施这么多变革的目标就是要创造
个平台还会吸引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 ；
“广告商也可
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东西”
，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实
以用这个平台”，他说，还有一些他还暂时未能想到
践我们想到的革命性的变化”
。有人可能会觉得他成
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中获益。因此，“企业并不是一
功的几率甚微，但正是这种思维使他取得了如今的
个独立的组织，它更像是互联网中的一个节点”。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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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芝加哥分所开业庆典隆重举行
（来源：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

8 月 3 日，德恒芝加哥分所开业庆典在 Seven
Lions 饭店隆重举行，为庆祝芝加哥分所正式成立，
近百位法律界和商界精英代表莅临，共洽未来合作
事宜。
6 月 27 日，德恒芝加哥分所正式挂牌成立，新
所落址于芝加哥南拉萨尔街 190 号 21 层。这是德
恒继纽约分所后，在美国设立的第二家分所，也是
德恒在海外设立的第六家分所。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
徐辰代表美国中国总商会在庆典上致开幕贺辞。德
恒纽约分所作为美国中国总商会的常年法律顾问，
多年来不遗余力地为总商会及在美中资企业提供出
色的美国法律服务。徐辰会长表示，德恒芝加哥分
所的成立将会为美国中西部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法律
资源，并为当地经济发展助力。
德恒全球合伙人、纽约分所管理合伙人陈小敏
律师、德恒上海分所合伙人王军旗律师等出席了开
业庆典。王军旗律师受德恒管委会委托在酒会上致
辞。王律师指出，芝加哥分所是德恒全球化布局的
重要一步，是德恒第六家海外分支机构。芝加哥分
所的成立，承载着德恒人的期许和祝福。芝加哥分
所可以充分利用德恒中国和德恒美国的资源，为中
美投资贸易架起一座桥梁。
德恒芝加哥分所主任、合伙人徐赛嫦律师讲到，

在过去十五年里，徳恒纽约分所与徳恒总部及各分
所紧密合作，为徳恒客户在美投资贸易提供了有效
的服务，为纽约华人尽心服务，得到了法律界与商
界的肯定，其中陈小敏主任律师已连续五年名列汤
姆森路透社“顶尖律师榜”。在美中西部发展迅速的
今天，徳恒应客户的需求来到了德恒芝加哥分所，
德恒芝加哥将秉承徳恒纽约的丰富经验，紧随纽约
的步伐，以专业的知识、技能和作风帮助德恒客户
在美国中西部发展壮大和扎根，为当地华人社区做
出贡献，以成为中美跨境投资贸易的桥梁为己任，
带着德恒法律人的打拼精神在风城芝加哥扬帆起航。
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候选人马静仪博士也出席道

贺。

德恒芝加哥分所擅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业务。
其中，芝加哥分所主任徐赛嫦律师非常熟悉中美贸
易和投资法律实务，有着贸易救济诉讼和海关合规
执业的丰富经验。她精通美国海关法和贸易法，成
功指导诸多美国进口公司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生产
商、出口商参与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与审查、向商务部申请双反
范围裁决、应诉 337 调查、并代理客户在国际贸易
法院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进行诉讼。德恒芝加哥分
所将在徐律师的带领下，为中美企业提供更全面、
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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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新闻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来源：中国财政部）

财政部网站发布《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全文如下 ：

并且完善覆盖所有城乡居民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体
系。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与贝拉克 · 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部长
雅各布 · 卢于 2016 年 6 月 6-7 日在北京共同主持
了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
来自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出席了本轮对话。

（3）放开包括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
邮政电信和市政公用等领域的竞争性环节的商品和
服务价格。

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济
繁荣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在战略与经济框架
下就广泛议题加强合作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十分重要。
本轮对话期间，中美双方承诺全面落实历次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包括前七轮对话中达成的成果。双方
表明将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
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强化和支持金
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双方还讨论了国际经济问题包
括 G20 财金议程，各自国内和全球经济面临的持续
风险和应对政策工具，以及全球经济治理。
双方承诺继续就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关键经济事
务保持坦诚和开放的对话。
一、加强经济政策
中 美 双 方 共 同 重 申 在 2016 年 上 海 和 华 盛 顿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
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
住汇率。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相一致，
中方将继续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允许汇率双向浮
动弹性。中方强调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与其法定职责相一致，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将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与这些目标相一
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推动货币政策常规化，
特别是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并以透明和尽可能
可预期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对
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保持敏感，并将保持
美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稳定作为自身关键目标之一。
中方将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
过增加居民消费、提高服务业占 GDP 的比例、确
保高质量并由私人部门驱动的投资以扩大本国需求。
美方认同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做出的重大承诺
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在“十三五”时期（2016-2020
年），中方将推进下述结构性改革 ：
（1）通过为下岗工人再就业提供中央支持，并
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与地方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收
入体系，使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更好地支持居民消
费。
（2）基于精算平衡和可行的筹资机制，建立一
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降低社
会保险费率。适应流动性要求，实现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在全国范围转移接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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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更多的国有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实施范围。根据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
公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相关信息，包括按资金使
用方向划分的支出信息。中国将建立覆盖包括国家、
省级和地方各层级的全部国有企业、公开透明的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
（5）在短期，中方随时准备对这些改革作出补
充，实施更为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
中方将落实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等政策措施，清
理相关基金，以减轻企业和消费者负担，促进服务
业发展。
美方继续致力于推动以更高的国内投资和国民
储蓄为特点的强劲、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增长模式。
为此，2017 财年联邦政府预算包括多项促进更高
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的倡议。认识到基础设施资
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以及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对
提高潜在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美方承诺
研究和完善公共事业监管框架。美方认识到预算进
程可预测性的重要性，以及预算不确定性可能对美
国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并致力于到中期使美
国联邦政府财政达到可持续状态。在 2017-2026
财年期间，美国本届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将带来 3.4
万亿美元新增税收，在满足 2000 亿支出提案的同
时，还将实现支出的净削减。
鉴于中美双方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融合度，
双方承诺对各自的经济政策进行清晰的沟通。为了
帮助评价转向消费和服务经济再平衡的程度，中方
承诺 ：
（1）继续完善分季度 GDP 支出法核算，待
时机成熟时正式对外公布 ；
（2）争取公布一个更具
包容性的月度服务业活动指标，在不久的将来正式
对外公布。中方将继续完善季度财政统计，以满足
G20 数据缺口倡议（DGI）的要求。
中美双方支持 G20 对监测和分析资本流动的努
力，包括识别风险。我们欢迎 IMF 持续工作，审查
各国应对资本流动和识别新问题的经验和政策。认
识到中国在对国际社会公开能源数据和统计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包括最近的与国际能源署进行的加强
数据交换的讨论，中方承诺继续提高向国际能源论
坛联合组织数据倡议提交报告的范围、准确性和及
时性，加强数据能力建设以持续提高能源数据的完
整性和可靠性，探索建立一个能源信息交换技术工
作组。中方致力于在双边论坛中更加频繁地发布更
加完整、可靠和详细的能源数据信息，包括战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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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储备信息。
美方欢迎中方开始向国际清算银行提供国际银
行业统计数据。中方正继续努力，解决按国际清算
银行公布要求全面收集国际银行业统计数据所面临
的技术问题。

少钢铁净产能，淘汰落后钢铁产能，敦促环保、能耗、
质量、安全达不到标准的产能依法依规退出。中方
将通过采取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的方式，积
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中美双方将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问
题的行动，包括参与定于
2016 年 9 月 8-9 日召开
中美双方认识到，监管程序的透明度以及监管
的
OECD
钢铁委员会会议，并讨论成立一个全球钢
行为的全面和可靠信息的可获得性，对于促进良好
高效的金融市场具有核心的重要意义。鉴此，双方 铁论坛的可能性，将其作为交流和分享全球产能动
确认，在监管措施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中， 态、政府政策与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台。
透明度对于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可预见性的重要性。
美方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下钢铁对话，与中
除了特殊例外情况，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将继续提前 方分享那些曾在产能过剩情况下面临经济结构调整
公布影响到外国金融机构权利和义务的行政法规和 的美国城市和地区转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部门规章，并提供自公布之日起通常不少于 30 天的
中美双方将就产能过剩相关问题保持沟通与信
公众评议期。
息分享。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

中美双方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
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
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美双方认识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
贴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造成全球
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需要予以关注。中美双方承诺
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上述挑
战，以加强市场功能和鼓励调整。
中美双方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
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中美支持现行
的旨在识别解决全球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问题的有
效政府政策，以及实现产业发展方面的更大透明度
以促进市场主导应对措施的国际努力。

就正在推进中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美双方
承诺将于 6 月中旬交换负面清单改进出价，以反映
双方的共同目标，即致力于实现非歧视、透明、开放、
自由的投资体制。中美双方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以期达成一个能有效促进并确保市场准入
和运营的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协定。
美方重申，继续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产品对
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重申，
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深入并详细
讨论共同关心的出口管制问题。

双方承诺，用以在商业领域加强信息通信技术
网络安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安全法规）的一般适
用措施，应符合世贸组织协定，仅用于小范围，考
虑国际规范，非歧视，且不应对商业机构在相关产
美方认同和支持中方为化解过剩产能所做的持 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方面不必要地设置基于国别
续努力，支持中方进一步改革以培育让市场在资源 的条件或限制。双方承诺，普遍适用于商业领域的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中美双方认识到， 信息通信技术（ICT）网络安全措施，不会不必要地
就控制过剩产能采取果断行动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 限制或阻碍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或服务外国供
体排放和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应商的商业销售机会。双方肯定，使用全球范围内
美方认同中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在今后 5 年压 的技术解决方案，通常能够增强商业机构的网络安
减约 1-1.5 亿吨钢铁产能、严禁新增粗钢产能的计划。 全。
中美双方承诺将进一步改善农业生物技术产品
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议程相一致，中方正
的审批程序。中方将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采取更多的措施确保市场力量不受限制，以更强的
（农业部令第 8 号）及相关措施进行修订。
市场导向促进钢铁行业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并 评价办法》
中方所做修订将符合
2015 年 9 月中美两国元首会
在此过程中逐步削减过剩产能。中方将充分发挥市
晤中就有关农业生物技术管理达成的成果。中方将
场机制作用，采取恰当政策措施，用法治化和市场
及时、持续、科学地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申请进行
导向手段解决钢铁等困难行业的过剩产能。
审批，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完成相关
中美双方将确保没有针对钢产能净扩张的中央 评价后依法完成最终审批进程。美方将针对非同步
政府计划、政策、指令、指导、贷款或者补贴。为 审批对可持续性、贸易和创新的全球影响开展一项
解决去产能引起的失业问题，中国政府已决定设立 研究，并在 2016 年 10 月之前提交中方。中美双方
1000 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主要通过支持下岗工人 将于 2016 年底之前召开会议，全面讨论农业生物
安置和福利的方式，向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进行工 技术相关政策事宜。
业企业结构调整提供激励和奖补。美方欢迎中方正
美方承诺落实中美双方在往届战略与经济对话
在进行的以确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与
中达成的共识，并已启动中国禽肉输美的国内法规
削减钢铁过剩产能的目标相一致的行动和计划。
程序，以期尽快实现中国自产原料熟制禽肉输美。
中方将采取措施，严格控制新增钢铁产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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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欢迎两国政府在农业科技研究领域探 （2）如何推进国家航空系统的管理更新，以满足对
讨互利合作，并在根据两国政府事先达成的共识和 运输能力不断增加的要求 ；
（3）如何建立能够协
合适的条件下，讨论与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
调、有效和透明地履行职责和义务的体制机制 ；
（4）
如何支持正在推进的双边适航活动取得成功
；
以及
中美双方承诺在原则上鼓励业界就互利共赢的
（5）在现有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上制定长期、跨部
科技研究进行探讨，开展精准农业科技的技术交流，
分享精准农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以促进双方现代农 门协作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双方计划通过适当的双
边机制加强航空合作，以应对 21 世纪航空系统的挑
业的发展。
战，并认识到，以战略性的、跨政府部门协作的方
中美双方承诺在原则上通过两国农业部资助的 式应对挑战至关重要。双方将利用现有双边合作机
科技合作交流项目等机制，加强农产品加工合作。
制，如中美航空合作项目（ACP）合作解决这些挑战。
中美双方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 作为第一步，双方高级代表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在
的重要作用，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开发方 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边会期间讨论过的计划的实
施方式。双方将向 2017 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报
面的沟通合作。
告进展。
中美双方支持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努力，包括
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与美国联邦航空局
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PPP）与国内外投
（FAA）继续加强合作，进一步对话和沟通，增进相
资者一起增加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商业投资。
互了解与信任，为互利中美两国，努力达成运输类
双方鼓励关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最佳做法的宣
飞机双边适航互认。
传，这将激励两国企业探讨可行项目和商业合作模
中美双方认识到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联
式。
合工作组在促进贸易和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方重申其在 2015 年第 26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
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政府在第 26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
就特别 301 报告和恶名市场报告作出的有关承诺。
期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美利坚合众
中美双方认同在监管措施的制定和发布中，透 国商务部关于建立促进中美地方贸易投资合作框架
明度对于提高可预见性和市场参与的重要性。中方 的谅解备忘录》，并继续推动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间
承诺其产业发展相关文件平等对待所有企业。中方 贸易和投资双边合作。中美两国商务部对谅解备忘
承诺对于《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发展政策中具有 录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团组互访和相关促进活动提
法律约束力的政策和措施，将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规 供适当支持。
定的程序、时限等要求公开征求意见，并提高政策
三、促进金融稳定与改革
透明度。中国的产业发展基金——包括国家级、省
中美双方欢迎按照适用法律进一步发展在美人
级和市级的基金——都将以市场为基础的概念运作，
民币交易与清算能力，在深化中国金融市场的同时，
中方将依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和措施公布政府出资的
产业投资基金相关文件草案。中美双方承诺建立公 改善美国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双
方强调保持中国和外国金融机构公平参与人民币交
平、公开和透明的法律和监管环境。
易和提供清算服务的重要性。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美国商务部就中美先进
（1）中方承诺在美指定人民币清算行，作为人
制造业交换了意见，就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的作用、
民币代理行清算之外的一个机制。
“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及《中国制造 2025》
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认同利用现有对话机制探
（2）美方欢迎中方初步给予美方 2500 亿元人
讨两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等议题的价值。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并期待
为支持中方提高企业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努力，
中方承诺提高企业所有制和治理信息的透明度。为
此，中方承诺在省级工商主管部门进一步建设数据
库，向有兴趣者公开提供免费或合理收费的、容易
搜索的信息，包括在全国各地方工商主管部门注册
的企业工商登记、备案信息，以更好地为商业从业
者提供指导。
认识到一个高效的航空系统对安全运输人员与
货物的重要性，以及航空运输在总体经济发展中所
扮演的战略角色，中国和美国在 2016 战略与经济
对话中举行了航空边会。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就以下五个领域交换了意见 ：
（1）如何构造一个整
合的、一致的和可持续的全国航空系统，包括航空
安全监督、航空保安、空中交通管理和机场准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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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底前美国机构获得牌照。中国将根据市场发
展和需求提高美国的 RQFII 额度。

（3）美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至少每年对在美
人民币交易和清算机制联合评估一次。
认识到培育机构投资者基础以支持股票市场的
深度和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中方承诺采取措施支持
资本市场的发展，包括 ：
（1）中方认识到在证券基金行业引入境外机构
有助于提升行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承诺将逐步
提高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参股证券公司和基金
管理公司的持股比例上限。
（2）中方欢迎符合条件的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
申请登记成为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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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
务。中方将颁布外资机构参与此项业务的监管和资
质要求。

（4）中美双方支持中国证监会和美国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在就双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期货市场监
管进行更直接和频繁的对话与合作方面的努力。双
（3）美方欢迎中方出台实施细则，允许合格境 方监管机构认识到这些衍生品市场在本质上是全球
外投资者直接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包括利率掉期 化的，认同此类合作的重要性和双方在市场运行概
和用于对冲目的的债券远期交易。为支持外资参与 况、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市场和风险监控事务、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美方也欢迎中方宣布给予合 监管改革与技术发展（如日益增多的程序化交易）
格美国金融机构结算代理人资格和债券承销许可证。 等领域及时分享信息具有的重要价值。中国证监会
中方承诺通过明确启动破产案件的标准，确定明确 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期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
且具体的破产门槛，提供自申请之日起的自动冻结 的渠道加强合作，包括电话、会面和联合研讨会等。
程序等，加强国内外投资者的债权人权利。中方承
（5）中美双方承诺继续推进场外交易衍生工具
诺简化 QFII 和 RQFII 的法规和审批程序，以便利跨 市场改革，包括如下方面 ：对标准化场外交易衍生
境投资。
工具合同实行中央清算 ；对非中央清算的场外衍生
（4）中美双方欢迎由二十国集团（G20）领导 工具交易规定较高的保证金和资本要求 ；在适当情
人认可的更新的 G20/OECD 公司治理原则。双方承 况下，通过交易所或电子平台交易标准化的场外交
诺支持实施该原则并参加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对 易衍生工具合同 ；以及向交易资料库报告场外衍生
其进行的同行审议。中国证监会将会同有关方，在 工具交易。中美双方欢迎对适当的场外交易衍生品
坚持对所有上市公司实施一致的信息披露和公司监 合同实行中央清算，将根据其 G20 承诺，分享有关
管标准的同时，完善中国的公司治理准则。中方承 实施清算和其他金融领域改革的更多消息。美方也
诺加强措施确保执行公司治理规则，并保护少数股 欢迎中方承诺全面实施结算体系委员会（CPMI）和
东的权利，包括对关联方交易增加信息披露要求以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建立的金融市场基础设
及协助允许股东向欺诈公司提出合法索赔的努力。 施原则（PFMI），以及接受 PFMI 对实施情况的评
为帮助股东能够分享公司的利润，中方还承诺进一 估。在针对中央对手（CCP）给予适当监管豁免方面，
中方欢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给予上海清
步推动上市公司披露其分红政策。
算所无行动豁免。此外，中美双方承诺进行更直接
中方宣布，作为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 和更频繁的监管合作，并在完成信息分享细则安排
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的后续工作，中方发布了《银 方面取得进展，以管理有关清算机构监管信息的分
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了向境内支 享。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将采取具体步骤以取得
付卡交易提供电子支付服务的国内外机构发放牌照 双方监管同行之间公开和对等的对话。
的程序。
（6）关于在美外资银行执行《对银行控股公司
为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稳定，中美双方 和外国银行机构的强化审慎标准》，中美双方承诺继
承诺实现如下成果 ：
续就中资银行执行该标准进行沟通与对话。
（1）在逐渐融合的全球金融市场中，中美双方
（7）美方欢迎中方迄今为止在简化证券市场行
认识到与市场保持有效沟通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分 政规定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承诺将进一步简化金
享信息的重要性。
融产品和服务的行政审核程序，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2）双方对自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
为推进公众公司审计监管跨境合作所作的共同努力
和大量工作表示赞赏。双方将在去年对话成果的基
础上，努力于近期启动检查工作，并将继续探索长
期合作的有效方式，以保护投资者和增强公众对两
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3）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证监会已建立促进跨境
执法合作和其他信息分享安排的工作层定期电话会
议机制。根据 2015 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相关成果，
美国证监会建立了通报中国证监会中国概念公司在
美国证监会注册和在美国上市情况的机制，美国证
监会已开始定期向中国证监会提供此类报告。此外，
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证监会过去一年中在专业技术交
流会上讨论了关于市场成长与发展等问题，中国证
监会和美国证监会期待继续开展专业技术交流项目
以及工作层面的对话，以促进包括在美上市中国概
念公司的执法监管事务合作与信息交流。

和投资者保护。

（8）中方将修订相关监管规则，允许境外期货
交易所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美方允许位于中国的交
易所作为境外交易所在美国注册后，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在美国开展业务。
（9）美方通过监管规定实施沃尔克规则。当遇
到有关规则的解释问题，包括涉及外国基金的解释
问题时，美方将寻求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解
决有关问题。美方愿与包括中国实体在内的利益相
关方会面，讨论沃尔克规则的实施。
中美双方承诺按各自过渡期达到金融稳定理事
会（FSB）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的总损失吸收
能力（TLAC）要求。中方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
承诺将继续强化落实此制度以确保及时处理问题银
行的相关事宜，将对金融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
化。中方将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颁布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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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处置框架的关键属性》
，加快完善商业银行处置法规和实施细则，确保商业银行能够以有序的方式进行
处置。
中美双方欢迎交易平台之间的持续合作，以便在与双方各自的法律和要求相一致的条件下加强双方金
融市场和产品的互联互通。
四、加强全球合作与经济治理
美方支持中方作为主席国于 2016 年主办一届成功的 G20 杭州峰会，期待同中方紧密合作，致力于实
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双方支持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承诺同其他 G20 成员
一道，（i）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
（ii）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促进信心和增长，灵活使用财政政策推动增长，
根据中央银行授权，使用货币政策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和保障价格稳定，使用结构性改革在中期提升增长潜力；
（iii）探索创新带来的机遇 ；
（iv）完善全球经济、金融和能源治理 ；
（v）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发展清洁能源 ；
（vi）通过在国内及国际范围内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时落实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为包容和
可持续全球发展做出贡献。双方承诺同其他 G20 成员一道，推进在 G20 上述及其他议程上继续取得进展，
推动杭州峰会在诸多领域取得积极成果 ：包括在一个确定时间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 ；在气候和能效领域
继续开展讨论和合作，包括提高重型卡车排放效率和逐步削减甲烷排放 ；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外部评估工
具基础上开展传染病防控、检测和应对，以及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双方鼓励所有 G20 成员全面落实历次峰
会承诺。
中美双方支持提高主权债务重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的相关努力，包括进一步推动在新发行的主权债券
合约和存量主权债券合约中纳入加强的集体行动条款（CACs）和同权条款，以及鼓励主权债务重组中债权
人和债务人的合作。
中美双方支持 G20 绿色金融研究组报告其实质性研究结果，以识别在全球金融系统中不断增加的绿色
活动的挑战和机遇。双方欢迎两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将其金融活动从对环境有害的投资或实践转向更加环境
友好型的自愿行动。
中美双方认可出口信贷国际工作组在官方支持出口信贷新的国际指导原则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并期待
在今年 7 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继续对一般规则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中美双方将继续通过电话、邮
件等方式保持双边沟通和技术性交流以加强合作，研究探讨改进国际工作组工作机制的方式，包括在第
十二次会议上和之前寻求国际工作组对设立秘书长的支持，并继续保留轮值主席。中美双方也确认国际工
作组具有包容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给予相同的关注，推动国际工作组在研究制定新的官方支
持出口信贷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中美双方将致力于在国际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就现有的一
般规则文本草案发表意见 ；或者提出其他的适用于政府或代表政府提供的官方出口信贷支持的一般规则文
本建议。双方重申，新的国际指导原则应该考虑和尊重各国不同利益及发展情况，与国际最佳实践相一致，
并有助于确保政府对商业出口融资的补充，为全球贸易与广泛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中美双方重申巴黎俱乐部作为官方双边债务重组主要国际平台的地位，并认为巴黎俱乐部应适应官方
融资的发展趋势，包括将其成员范围扩大到新兴债权人。双方欢迎巴黎俱乐部讨论一系列主权债务问题。
中方愿与巴黎俱乐部保持进一步沟通，并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包括进一步讨论潜在的成员身份问题。
中美双方将寻求通过世行、亚行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在第三国开展发展融资领域的合作。双方已经在
能源、农业和卫生领域确定了潜在合作机会。
中美双方承诺采取具体步骤落实 2015 年 9 月和 2016 年 3 月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关于运用公共资源优
先资助并鼓励逐步采用低碳技术的承诺。双方将建设性地参与关于公共资金在支持低碳技术和气候适应以
及减少高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作用的讨论。除在最贫穷的国家以外，美方已终止向新建传统燃煤电厂提供公
共融资。中方将继续加强绿色低碳政策规定以期严格控制公共投资流向国内外高污染、高排放项目。中美
双方承诺在某一具体日期之前规范和逐步取消鼓励浪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同时为最贫困人群提供特定
帮助。
我们注意到，中美两国的非政府组织、私人和公共机构正就绿色金融展开合作，体现了建筑、能源、银行、
证券、基金管理以及其他行业的共同利益。各方参加了 2015 年召开的圆桌会，在这个圆桌会上启动了绿色
建筑能效基金的建立工作。
中美双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 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两国号召 IMF 执董会
抓紧工作，以按时在 2017 年年会前完成第 15 次份额总审查，包括一个新的份额公式，以进一步完善 IMF
的治理。中美双方重申，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好地反映 IMF
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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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决定。中美两国支持
IMF 研究扩大 SDR 使用的可能性。
中美双方欢迎双方金融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采用赤道原则。
附录
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一系列其他对话和机制开展经济合作，加强双边关系，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双
方合作领域包括 ：
1. 智库就经济问题的讨论
2. 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合作
3. 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
4. 保险业合作
5. 国际审慎保险事宜
6. 中美银行业监管磋商
7. 保护金融系统不受非法金融活动威胁
8. 反洗钱监督（AML）和反恐怖主义融资（CFT）合作
9. 反假货币合作与交流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劳工部之间的合作
11. 中美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对话
12.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与美国劳工部之间的合作
13. 标准趋同方面的技术合作
14. 贸易统计技术交流与合作
15. 原产地规则合作
16. 反向贸易代表团计划
17. 中小企业合作
18.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考察团
19. 继续知识产权合作
20. 第七次中美创新对话
21. 打击商业电子邮件侵害诈骗
22. 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合作
23. 检验检疫领域的合作
24. 中医药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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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发行 SDR 债券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来源：新浪财经）

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即将迎来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的发行。
这一举措将会在 10 月份人民币正式纳入 IMF 储备货
币篮子之前，对人民币在全球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发挥建设性作用。
知情人士本周透露，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
银行都准备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发行以 SDR 计价的
债券，这将是两家机构首次发行 SDR 计价债券，国
开行亦有望成为首家发行 SDR 债券的中资金融机构。
德国商业银行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周浩表示，未来可
能会有更多的多边机构也在中国发行此类债券。
周浩表示，中国正在努力让全球接受人民币，随
着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SDR 债券发行越多，
对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货币的接纳程度就会越
高 ；鉴于 SDR 包含了一篮子货币，因此国际机构发
行 SDR 债券比单纯发行人民币债券更容易对冲货币
风险。
推广人民币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
IMF 在 2015 年决定，人民币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正
式纳入 SDR。根据中国央行本月的一份声明，央行

也在研究发行 SDR 债券的可能性。
IMF 的媒体部门没有立即回复记者通过电子邮
件提出的问题。世界银行发言人不予置评。国开行
没有回复记者寻求置评的传真。
招商银行 (17.160, 0.02, 0.12%) 资产管理部高
级分析师刘东亮表示，这显示了中国在推动 SDR 的
使用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
国际清算银行 2011 年在其网站发布的一份报
告指出 ：
“虽然在 1980 年代初，SDR 计价债券市
场就初露头角，但该市场没有获得发展，相对于全
球债券发行规模来说依然很小。”
根 据 George Hoguet 和 Solomon Tadesse
撰写的这份题为“SDR 计价证券在官方和民间资产
组合中的角色”的报告，瑞典是利用该市场的发行
人之一，在 1981 年发行了 SDR 计价的“信贷”产
品，之后又有其他几个借款人也发行了 SDR 债券。
渣打驻新加坡的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部门负责
人 Jukka Pihlman 认为，SDR 债券可能会面临缺
乏流动性的困扰。他表示，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不
太可能对此类债券有较高的需求，至少在初期阶段
会是如此。

千亿赴美中资流向商业地产酒店 5 年内累计还会达到 1.4 万亿元
（来源：金葵花资本）

根据综合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罗森咨询、
RealCapitalAnalytics 等 多 家 美 国 权 威 机 构 数 据，
自 2009 年至 2015 财年，中国投资人在美国地产
界投资从 41 亿美元一路狂奔，跃升至 286 亿美元，
翻了 7 倍。去年中国买家在美国买房的交易为美国
经纪人带来的佣金就高达 1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11.86 亿元）。
而中资企业今年以来，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
美国商业房地产收购交易达 47 笔，交易总额为 9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12 亿元），中国投资者成为
了美国房地产最活跃的国际买手。
根据今年 5 月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和罗
森咨询公司（Rosen Consulting Group）联合做
的《中国在美国房地产的投资报告》，预计 2016 年
-2020 年，中国在美国商业地产和住宅上的直接投
资（不包括未来新建项目）将累计达到至少 218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4 万亿元。

32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一、中国投资人大手笔买楼
中国机构对美国房地产项目的觊觎由来已久。
2010 年之后，多家国内央企、大型投资机构就在
美国有投资轨迹。比如复星地产 2013 年以 7.25 亿
美元购买美国纽约曼哈顿广场。此后险资逐渐成为
海外投资主角。
在今年的 5 个月里，中企在美国的已经完成或
有意向进行的大手笔商业地产收购包括 ：
（1）5 月底，中国人寿联合美国不动产投资管
理机构 RXR 收购了曼哈顿地标性建筑之美国大道
1285 标志性写字楼项目，总价为 16.5 亿美元 ；
（2）同月，香港盛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拟斥资 5300 万美元，收购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克顿
Sixth Avenue 的两个物业 ；
（3）4 月底，信泰资本宣布以 5.7 亿美元（约
合 人 民 币 37 亿 元 ） 完 成 对 纽 约 赫 莎（Hersha
Hospitality Trust）酒店资产包的收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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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月初，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以 4.63 亿
美元买下纽约曼哈顿完成第二栋写字楼（850 3rd
AVE）
。该写字楼位于纽约最黄金地段，总面积 61.7
万平方英尺，是海航在美国投资的第一栋 A 级写字
楼；
（5）3 月，中国企业以近 4000 万美元拿下好
莱坞山上一处位置绝佳的地产，这处地产包括地标
性的山城（Yamashiro）餐厅 ；

经处于阶段性高位，前景难以捉摸。现今的房价看
起来也并不适合买进。尤其经过多年的上涨，一线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相比而言，海外房地产性价比
高，升值空间大。一方面，随着海外交流的日益频
繁，更多的国人走出国门，来到海外的国人们催生
了巨大的房屋需求，不论是移民者购置一套新的房
产，还是留学生需要租住一套房屋，都会让投资者
手中的海外房产持续升值。

2. 人民币长期贬值预期
（6）3 月中旬，中泛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
在先决条件达成后，其以 3.9 亿美元收购美国纽约
投资美国之所以是目前海外投资第一选择，因
物业事项已经完成 ；
为美元现在处于增值期，如果投资美国，对于投资
（7）2 月，中国安邦保险同意斥资 65 亿美元收 人而言是保值的。
购美国奢侈酒店集团 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
Inc.，该交易也将创造史上中国内地买家收购美国房
地产的金额之最 ；
（8）1 月，香港豪华酒店文华东方国际（Mandarin Oriental International） 宣 布 拟 以 1.4 亿 美
元收购波士顿文华东方酒店所在的房地产物业。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同一时间，加拿大
投资者在美国购置房产的交易总额还不及中企投资
额的一半，仅为 42 亿美元。
二、加速涌入背后
美国的房地产交易实际整体放缓的，根据 Real
Capital Analytics 的 数 据，2016 年 前 4 个 月， 投
资者购买了总值 1359 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低于
去年同期的 1714 亿美元。美国的商业房地产牛市
已经持续六年了，不少投资者已经开始选择离场，
持观望态度。他们认为自 2009 年以来一直上升的
商业房地产市场价值可能趋平，甚至开始下降。
然而依然有大量的中国投资者涌入美国地产市
场，是基于以下考虑 ：
1. 中国投资者担忧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房地产市
不少中国投资者认为，国内部分城市的房价已

2015 年底，美联储宣布加息。而中国经济又开
始进入一个结构转型的阵痛期，经济增速减缓。两
大因素叠加，迫使人民币贬值。2016 年以来，人民
币汇率的贬值趋势非常明显，美元对人民币离岸市
场的汇率升势迅猛。
与此同时，在货币宽松与经济低迷并存的情况
下，负债端与资产端的供求不平衡，优质资产减少，
市场理财产品收益降低，国内“资产配置荒”隐现，
又让很多高净值投资者将眼光投向海外资产配置，
其中美国房地产投资就是他们会重点关注的板块。
三、投资趋势 ：商业地产、酒店
目前大部分投资机构在美投资倾向是商业地产，
以购物中心与商务酒店为主流。在美国开发的大部
分项目都会通过招商，引入旗舰店的对象就是信用
级别比较高的大型连锁公司。这样 项目的价值就会
比没有在华尔街上市的信用级别低的信用中心价值
高，机构对这种资产的风险级别就小，这种资产在
过去十年非常受追捧，预计还能延续 7-8 年。
大型央企往往将目光放在更高的层面，比如招
商蛇口（000024.SZ）对美国市场研究了 3 年，也
派投资人到美国看过地，但最终没有成行，目前更
多的是研究“一带一路”港口城市的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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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上调油价预测 中美经济数据提振原油需求
（来源：新浪财经）

源公司增加了 6 座活跃钻机，总数达到 357 座，而
去年同期为 638 座。
期货前景喜忧参半
虽然伊拉克原油出口量上升，但投资者重新评
估了美国市场后，数据显示，未来一段时间内原油
期货喜忧参半。
石油交易商警告称，美国成品油过剩加剧了今
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本已前景惨淡的石油市场，
而期货价差已经达到 5 个月以来的最大水准。
大量供应过剩在冬季冲击了石油价格，导致今
年 2 月的期货价格触及 12 年以来的最低。随着供
应中断和产量减少的情况不断增加，原油价格在 5
月份大幅回升，利差大幅缩紧。
但库存大量的汽油和柴油，以及对于原油产
量即将增加的预期，使得交易商对 2016 年年底和
2017 年年初持更加悲观的态度。
基于第二季度强劲的石油需求增长和一连串供
应中断，本周二 (7 月 26 日 ) 世界银行将本年度原
油价格预测从 4 月的 41 美元 / 桶提升至 43 美元 /
桶。
由于加拿大大火和尼日利亚产油地遭袭击等原
因，第二季度原油价格暴涨 37 个百分点。
中美经济数据提振石油需求
据路透社报道，因两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和美国
的经济数据提振了石油需求，7 月的两周油价小幅
回升。
7 月 15 日，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第 二 季 度
GDP 同比增长 6.7%，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油价
的上涨。
美国公布了 6 月零售销售增幅大于预期后，石
油价格也同样明显上升。美国人增加了在汽车和其
他多种商品方面的支出，强化了第二季度美国经济
稳步增长的观点。6 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连续第
4 个月上升。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中国和美国的宏观经济在近几个月持续向好，如果
在未来的几周继续保持这种趋势，将有助于扩大未
来的原油需求。”Forex.com 的技术分析师 Fawad
Razaqzada 说 ：
“我依然相信市场将在未来几个月
持续收紧，油价将大幅上升。”
ANZ 分析师在报告中称，对供应过剩的担忧依
然存在，只有市场出现长时间供应紧缩时，油价才
能回到稳定的水平。
贝克休斯称，截至 7 月 15 日这一周，美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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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时，价差收窄至 2014 年 11 月以来的最低，
仅为 50 美分。
一位北卡罗来纳的交易员表示，市场担心 2016
年下半年不会完全消耗掉过剩的汽油供应，由此导
致的炼油厂削减产量又会引发新一轮的原油供应过
剩。这种担忧给前端曲线造成很大的压力。
数据显示，作为 OPEC 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
拉克的石油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在
7 月份回弹。
“市场正在审时度势，不仅原油库存不会迅速减
少，炼油厂维修季的到来还会加剧库存问题。
”康乃
狄格州 Commodity Research Group 的高级合伙
人 AndrewLebow 说。
由于炼油利润下降，一些炼油厂已经减产。
2015 年，伊拉克在 OPEC 国家中石油供应涨
幅最高。根据路透社的跟踪数据，7 月的前 21 天，
伊拉克南部的石油出口量为 328 万桶 / 日，而 6 月
的同期数据为 318 万桶 / 日。
由于设备维护和技术问题，今年的增长放缓。
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拉克国内的季节性需求涨幅限
制了石油出口量。
伊朗因从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复苏，成为今年
OPEC 中石油出口增幅最大的国家。
“虽然美国的产量已经下降，但石油库存依然达
到历史高点的 51950 万桶。”EIA 在本周的早些时
候表示。
此外，因为美国夏季驾驶高峰的到来，美国原
油和成品油库存总量上升了 262 万桶，至 20.8 亿
桶的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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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研究所 ：上半年中国私企全球投资规模首超国企 , 美国迄今为止最受青睐
（来源：中新网）

中国投资的国家。
2016 年中国的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2/3，中
国总投资额中的 1/3 流向美国。从海尔斥资 54 亿
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到乐视公司以 2.5
亿美元向雅虎公司买地，中国私营企业在美国进行
的收购项目不一而足。多年来私企已经成为中国在
美投资的领导者，但这样的规模还是前所未有。
报告还称，美国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是选择
的多样化 ：希望把投资组合扩展至更多行业的外国
企业可以在这里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就中国而言，
收购多发生在电影业、企业技术、纽约市房地产等
领域。

美 国 企 业 研 究 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截至 6 月份，中
国企业在美投资了近 290 亿美元，已打破了之前
在 2014 年创下的全年投资纪录。这一数据来源是
该机构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CGIT) ，涵盖了价值
不低于一亿美元的投资及建设交易。（如需查看完整
报告，请点击此处。）
根据该报告，在 2016 年前 6 个月在全球投资
800 多亿美元的情况下，中国将很快打破本国的年
度对外投资纪录。这种井喷具有以下特点 ：
1. 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并购，而不是新建设施；
2. 中国私企的海外投资额占比 51.6%，首次超
过国企 ；
3. 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日益受到欢迎，不仅成
为 2016 年以来，也是 2005 年迄今为止收到最多

此外，作者认为另一个造成投资新高的因素是
人民币汇率疲软和不确定性。在这一推动下，中国
私营企业希望把资金从国内市场转移出来。比如在
人民币刚刚大幅下跌后的 1 月和 2 月，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兴趣是最大的。人民币大跌加速了诸如宁
波均胜电子公司收购气囊制造商百利得汽车安全系
统公司之类的收购案。
美 国 外 国 投 资 委 员 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FIUS”
）
是美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专管部门，审查外国在美国
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负责确保外国的收购不会
损害美国国家利益。随着中国投资力度加大，今年
该委员会可能审查甚至叫停多项中国收购计划，然
而这并不会阻挡投资者的步伐。许多中国企业依然
在为进入美国市场而积极努力。
为了帮助中国企业更高效地投资美国，应对
CFIUS 审查，美国中国总商会将在 2016 下半年推
出相关报告指南，敬请关注。

安邦咨询 ：中美双方需要增强企业投资双向透明度
（来源：中新网）

随着中国对美投资的迅速上升，中国对美投资
遇到的困难也凸显出来。其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
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 CFIUS）成为外国投资者的一大挑
战。
CFIUS 是美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专管部门，审查
外国在美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负责确保外国的
收购不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这个审查机构的成员
组成复杂，来自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国
土安全部及商务部等 12 个联邦机构。CFIUS 不仅
可以审查事前主动申报的项目，也有权力在交易完
成后进行审查，并要求撤回投资。

中国三一集团就曾遭遇过 CFIUS 挑战。2012
年， 三 一 重 工 在 美 国 的 关 联 公 司 罗 尔 斯（Ralls
Corp）从希腊电网公司 Terna US 手中购买了美国
俄勒冈州一军事基地附近的四个风电场。同年 7 月，
CFIUS 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直接禁止，美
国总统奥巴马也签发了禁止令，要求罗尔斯公司在
90 天内撤出全部投资。但罗尔斯表示，在这个军事
基地附近已经有德国等多个外国公司的风电场，于
是将 CFIUS 和奥巴马告上法庭。2014 年 7 月，美
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判决，认定罗尔斯公司具
有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而总统令剥夺了这一权利。
最后罗尔斯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撤销了对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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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FIUS 的诉讼，美国政府也相应撤销了对罗尔斯
强制执行总统令的诉讼。尽管如此，三一集团的收
购并没有成功。
在“威胁评估”时，CFIUS 一向借助情报机构
如 NSA（国家安全局）和 CIA（中央情报局）等进
行审查。由于这些机构一向要求保密，使得评估过
程变得 v 非常不透明。即便是美国 20 多家声称可以
处理 CFIUS 案子的律所，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也仅仅是用所谓“否定提问”来测试 CFIUS 的态度。
比如 ：
“你看这个项目，要是去掉这个部分是否就
能通过？”如果回答是“YES”，那就算通过。缺乏
明确的规定让 CFIUS 审核成为一个高度不透明的投
资程序挑战。据了解，除了罗尔斯公司收购案之外，
还有数桩未能主动向 CFIUS 申报的中国交易——
如 Procon Resource 收 购 美 国 Lincoln Mining
Corporation 的项目、远东金源集团收购 Nevada
Gold Holdings 的项目，都在交易完成后被要求申
报，并实质上撤销。
在安邦咨询看来，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投资正在
迅猛上升，投资重点也从过去的产业链低端向高端
转移。除房地产外，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娱乐、科
技、汽车、酒店、旅游、航空、能源、医疗和生物
技术等产业的投资兴趣都在上升。同样的，近年来
CFIUS 对中国投资格外“青睐”，2012-2014 年累
计审核了 68 笔来自中国的收购申请，使中国位居遭
审核投资来源榜首。在这种背景下，要求美国对于

来自境外的投资审核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事关中国企
业和国家的利益，这是中国必须要争取的。
需要指出的是，提升投资审核透明度的要
求是双向的，在中国向美国提出增加透明度时，美
国势必会要求中国采取对等投资保护措施。2011 年
3 月，中国开始实施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国家安全
审查制度，并设立以发改委、商务部牵头的部际联
席会议承担审查工作。在外资看来，这是与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类似的机
制。外资担心，这一审查制度与中国的《反垄断法》
将对海外投资者在中国的并购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
有美资律师事务所认为，从中国以往的做法看，政
府在这方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执法尺度，担心由于
国家安全审查条款含糊不清，中国政府可能滥用这
一程序。很明显，包括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机构，
也在要求中国政府部门加大投资审核的透明度。
总体来看，中美之间的投资，现在的双向
透明度都大成问题，症结都在行政体系内部，但这
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两国经贸关系的顺畅和
平稳，值得两国共同努力。与此同时，为了帮助中
国企业更高效地投资美国，应对 CFIUS 审查，美国
中国总商会将在 2016 下半年推出相关报告指南，
敬请关注。
*“安邦咨询”成立于 1993 年，是国内现存最早、
最为著名的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
库。

观察 ：别让美国大选“小”噪音影响中美合作“大”格局
（来源：人民网）

日前，希拉里 · 克林顿和唐纳德 · 特朗普作为民
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分别胜出。随着两人的对决时刻
越来越近，少不了同台或隔空激辩、相互攻讦，也
免不了拿中国“说事”。两人对涉华议题的关注点有
什么不同？两人之中谁当选，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
造成什么样的不同影响？
选票至上 中国“躺枪”
特朗普对华指责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美国媒
体一开始认为特朗普不过是一个“笑话”，但现在却
认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因为他抓住了美国当
前症结所在，即发展经济。不久前，特朗普发表七
条经济施政纲领，其中六条与中国相关。他声称中
国双边经贸往来中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指责中
国“抢走美国的饭碗”、操纵人民币汇率，扬言对中
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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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清。简单粗暴的方法并不能治愈病灶。
特朗普们的逻辑漏洞太明显了。中美两国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利益深度交融，且不说经贸
合作的巨大体量和丰硕成果，特朗普本人作为商业
大亨，在中国也有不少颇能赚钱的生意。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找中国做“替罪羊”，最直接的战术就是
“骂中国，拉选票”。
美国大选“青睐”中国议题，猛打“经济牌”，
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
苏尚可，但普通民众却没有“获得感”，就业形势也
不佳，尤其中产阶级的不满声音日渐增多。对于美
国政客而言，最直接障眼法就是找个“替罪羊”。从
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虽然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
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总体表现可圈可点，表现抢眼。
加之中美经济统计方法的差异、两国产业分工不均
衡、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限制等原因，美
中贸易逆差难以“平账”。于是乎，美国政客们便把
“枪口”瞄准了中国。

新闻评论
超越经济 议题外溢
相比特朗普，前国务卿克林顿看中国的政治眼
光似乎要“复杂”得多。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设计师和超级推销员，她更加关注中美在全
球和地区战略格局中的竞争，比如南海、网络安全
等问题。这些恰恰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甚至摩
擦点。克林顿也常常在人权和女权问题上“问责”
中国。于是，有人给她贴上了“对华强硬”的标签，
并称如果她当选总统，中美关系可能经历一段“实
习期”。
美国大选议题从传统的经济与就业扩大到安全
与战略，带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其直接原因是美
国国情社情民情的变化。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
国内政治上保守主义、经贸上的保护主义、社会思
潮中的民粹主义泛滥，反映在对华关系上，就是疑
华情绪上升、遏华声音不断。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
上侵蚀了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而且对美国外交政
策和战略走向产生了负面影响。
近两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美
国国内政治界、外交界和战略界展开了一场对华政
策大辩论。辩论的核心就是 ：如何“平衡”中国越
来越大的地区影响力？如何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主
导权和优势地位？怎么样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
道？在迷茫和焦虑中，一些强硬的声音似乎占上风。
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卡特进
行了 15 分钟的演讲，21 次提到中国，指责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自我孤立”，提出建立“基于规则的地
区安全网络”。卡特的讲话显示了美国进一步推进亚
太“再平衡”的战略决心和着力方向。
因此，美国大选涉华议题的“升级版”，表面看
是从“低级政治”迈向“高级政治”，但实质是美国

在担心 ：中国是否会对美国发展模式及全球领导地
位形成威胁与挑战？
诚意善意 现在做起
每逢美国大选年，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主要集中
在经济、就业和社会福利等国内问题上。但俗话说
得好，祸从口出。美国两党候选人批评指责中国，
无论目的是造势拉票，还是战略预设，都会给中美
关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也容易伤了中国人民的感
情。
其实，回顾一下历史，美国历任总统上台前狂
打“中国牌”，但就职之后，却都会正视中美关系
的重要性，维护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原因很简单，
在双方努力下，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
众多领域展开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新进展，
两国贸易额和双向投资达到历史新高，人文和地方
交流更加密切，在气候变化等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
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在伊朗核等热点问题上也保
持了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唯一两家“GDP
过万亿俱乐部”成员，中美关系的走向攸关全局。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任何一组关系的建立和
发展，都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与其先把关系“说坏了”
再拉回正轨，还不如一开始就积累正能量。克林顿
女士和特朗普先生更应该做的，是着眼中美关系大
局，深思熟虑后再打“中国牌”，多出好牌，少打臭牌，
拿出诚意，释放善意，准备好与中国以及中国的未
来打交道。
中美合作，既是两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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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中企在美并购司空见惯 美媒 ：非“用心险恶”进攻
（来源：参考消息）

7 月 4 日，美媒称，习惯翻阅报纸金融版的人
可以知道，中国买家参与并购和收购活动正变得
越来越司空见惯 ：美国迪罗基公司数据显示，从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中国买家共进行 28 起并购，
所涉金额至少达 10 亿美元，相比之下 2005 年只有
两起。

业，如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等机构总是会与国家安
全联系起来。事实证明，它们在阻止或吓退自认
为有问题的收购活动方面很有效率。从 2009 年至
2014 年，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共收到 562 份收购
申请，对其中 220 份申请进行了深入调查。60 项
交易遭到撤销，其中一项被禁止。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6 月 27 日刊登题为《并
购与猜疑 ：中国在美国》的报道称，有些人一直对
中国人的并购动机持怀疑态度，他们只把目光放在
一小部分 (8.5%) 失败的并购案例上。然而现在聪明
的做法是放下这种偏执，重新看待中国买家，评价
他们作为竞争者和公司外国老板的行为和表现。

一连串的并购活动让许多中国公司获得了重要
经验。中国化工集团、海航集团以及大连万达集团
等经验丰富的公司已在大型国际并购场合获得一席
之地。它们学得很快，现在常常同时评估多个机会，
有时候是跨行业的并购。认为所有中国买家都一样
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它们中有私募基金公司，也有
在 A 股上市的公司。

报道称，中国经理人的海外并购，并不是
其国家授意下的对西方战略资产“用心险恶”的进攻。
他们只是想拓展海外业务，因为随着全球经济放缓，
依靠公司自身有机增长已经十分困难。中国经济曾
经一心搜寻自然资源，助力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
如今中国公司却渴望得到高价值的品牌，可以满足
国内日益成熟的消费者的需求。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目前国内国外的金融和监
管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开展并购活动。
最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放松银根，把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降到 4.35%，对国内银行准备金率要求降
到 17%。在这个背景下，开展并购活动的时机再好
不过。
报道称，中国开展国际并购和收购的经历相对
较短，但这不是制造恐慌的凭据，不应怀疑中国买
家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每当有外国公司收购国内企

报道称，与西方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期待收购
活动带来回报的时间周期较长，这让它们成为很有
吸引力的投标方。涉及并购和收购提案时，文化习
惯往往十分重要，而中国买家也表现出尊重即将收
购的公司的高层关系和专业技术。在最近几次并购
交易中，如腾讯公司控股芬兰移动游戏开发商 Supercell，中国买家在收购完成后往往会保留原先的
高层管理团队。
报道称，当发达市场的公司和股东发现自己成
为中国公司收购的目标时，他们需要保持开放心态。
相关公司应该认真考虑，中国买家的动机与它们习
惯的传统竞争者相比，是否真的更不符合自身最佳
利益。由于中国公司通常对投资回报的期待时间更
长，也能开出一个好价钱，因此它们的并购和收购
条件可能是桌面上的最佳选择。

连线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跨境并购，如何分享机遇
（来源：浙江日报）

7 月 8 日是万向集团的 47 周年庆。当外界期
待着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的最新讲话时，遥
远的大洋彼岸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顶级豪华轿车
制造商 Karma 汽车公司 ( 前身菲斯科 ) 在加州的首
个生产制造厂将很快开始运行其生产线。
近两年来，万向美国公司创造的收购案屡屡被
哈佛商学院引入教材。尤其是 2013 年万向宣布收
购美国 A123 系统公司，在美国产业界、政界引起
非常大的反响。2014 年 2 月，在破产边缘的菲斯
科也被万向集团一举收购，成为又一个让业界赞叹
的案例。
人 们 在 赞 叹 之 余， 不 禁 想 探 究 为 什 么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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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3 最终选择了中国的万向 ? 为什么万向能赢得
美国社会如此高的认同度 ? 中国企业要如何努力才
能像万向那样打开美国市场，并保持投资平稳高速
增长 ?
G20 杭州峰会进入倒计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
开拓者和受益者，万向集团副总裁、万向美国公司
总裁倪频有什么经验可以和众人分享 ? 为此，记者
越洋连线倪频，远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他也关注着
即将在家乡召开的盛会“G20
:
峰会是一个历史机遇，
只要发挥中国优势，抓住历史机遇，我们将大有可
为。”

新闻评论
美国公司为何选择中国新东家
我们的话题从 2013 年万向收购美国 A123 的
案子讲起。A123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万向 ?
“A123 开工时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大量投入，
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新能源补助贷款项目，被视为新
能源发展的一个典范。可这个标杆公司却因资金链
断裂破产了。我们接手后，挽救了美国上千名员工
的工作机会。
更 让 外 界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仅 仅 用 了 18 个 月，
A123 就实现了现金流平衡。”虽说当时的经过惊心
动魄，但今时今日叙述起来，倪频的语调显得十分
平静。
事实上，这并非万向美国首个成功的收购案。
万向美国公司自 1994 年成立以来收购了 20 多家美
国企业，这些企业当时大部分濒临破产。早在七八
年前，万向美国就从福特和克莱斯勒手上收购过企
业，都取得了成功。到 2015 年，美 A123 产出的
60% 产品都销往中国市场。
万向成功收购美 A123 的背后，既有美国经济
周期波动的原因，更是因为受惠于中国迅速发展的
电动汽车市场。倪频说，这是美国技术和中国市场
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中国的资金和市场拯救了一
个有着优质核心资产的美国企业 ; 美国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经验让中国消费者享受了具有优良品质和性
能的产品，也给中国企业带来管理上的经验。

(AP Photo/Nam Y. Huh)

对于这个话题，作为操盘手的倪频有切身的心
得体会，“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都有个学习的过程。
有相当一部分不适应。不仅仅是因文化冲突，两国
在商业理念和行为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中国企业
一定要先搞清美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运行体系。”
融入本土是第一步。接下来，万向又是凭什么
在美国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 前不久，倪频在华
盛顿参加了美国联邦政府主办的第三届“选择美国
投资峰会”。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小范围会见的唯一
亚裔商界代表，倪频也被簇拥求分享经验。

“没有人一开始会主动倾向于让一家中国公司来
收购 A123。当时还有一家美国公司参加竞购，它的
方案是关掉工厂，仅保留 A123 的知识产权。如果
最后不是万向胜出，现在的工厂也许早已不复存在。”
倪频坦诚地说，首先要了解游戏规则，然后是
这是 A123 首席执行官杰森 · 福西尔的肺腑之言。
尊重游戏规则，并按规则办事，最后是要善于利用
事实也让美国人信服。万向主导的运营管理使 游戏规则，并以此为基础，选择适合自己优势的战场。
A123 获得了重生。宝马 3 系、5 系混合动力汽车的 要关注你的优势，强化你的优势，这样你才有别人
电池电芯都由 A123 提供 ;F1 车队中奔驰、保时捷 无法比肩的条件 ; 同时，要学会妥协。全球经济一体
和雷诺等 6 支车队一级方程式赛车电池也全部来自 化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战胜所有的对手，在很
多时候最不理想的妥协也要比最强硬的竞争有效果。
A123。
2016 年，国内企业跨境并购进入了一个新的高
A123 从出生创立，到后来的浴火重生，都获得
潮。很多浙江企业也想像万向那样到美国去，可免
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如今美国人已经非常相信企业
在中国公司管理下会运营得更好。而倪频说，随着 不了心生顾虑。
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结构互补性以及互利共赢关系日
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倪频做了个非常形象的
益加深，这种良性互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比喻 : 美国有个著名的巧克力叫 M&M。我们就是
“我们在去年将 Karma 工厂从芬兰搬回到了美 M&M。刚开始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带来了低成
国，并第一次开始自己生产一款具备电、油、太阳 本产品，这是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生产的，这个 M
能 3 种动力来源的新能源车。新试制车已经下线， 就是 Material; 第二个 M 就是 Money，美国经济危
机的时候我们带来了资本。现在情形变了，中国人
目前我们已经在做市场营销测试。”倪频说。
力成本的优势逐步退化，华尔街也不缺钱了，但我
万向凭何赢得一场又一场胜利
们依然可以做新的 M&M。只不过第一个 M 变成了
之前有人采访鲁冠球，问到为什么万向美国越 Market，突出中国的市场优势，第二个 M 变成了
办越好 ? 鲁冠球总结的经验是 6 个字“用洋人，赚 Management，也就是你的管理能力，资源整合的
洋钱”。最早公司聘用的 56 名职员中有 51 名是当 能力。“M&M 还是巧克力，同样很甜，但内涵已经
地人，都通过委托当地开户银行招聘录用，素质精良 ; 发生变化。关注你的优势，通过资源分享和大家组
按国际惯例建立制度，经营按制度办事，以当地会 合在一起，你一定能吃到属于你的 M&M。”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银行作为规范经营的三
大支柱。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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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闻
英国脱欧后 ：西方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
（来源：Brookings）

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并无太大直接影响，尽管
它的确加大了金融动荡的风险。长远来看，脱欧对
中国有利无弊——西方持续衰落而中国继续崛起。
脱欧公投后，全球股市震荡。有趣的是，中国
是个例外：沪市周五下跌 1%，而本周一即恢复如常，
甚至略有上涨。短期来看，英国脱欧会带来一定副
作用，因为欧洲生产总值（GDP）和贸易增长变缓，
而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国经济对出口
的依赖程度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高。全球金融危机后，
净出口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基本为零。中国最
初通过大量项目鼓励投资，以弥补外需不足。这导
致目前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产能过剩，
其结果便是投资增长变缓（见下图）。但中国 GDP
增长仍然坚挺，因为消费成为了目前需求的主要来
源。它对 GDP 增长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4% 以上，并
呈上升趋势。
中国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工资增长处于健康
水平（去年超过 10%），消费上涨，服务业规模也
因此扩大。由于服务业相对工业来说是更为劳动密
集型的产业，因此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保持了
劳动力市场紧俏。对中国来说，维持消费是最大的
挑战，而非外部市场。
中国新增长模式的另一特点是，由于国内投资
机会变少，资本出现稳定外流。英国曾是中国对外
投资的理想目的地之一，并被视为通往欧洲市场的
跳板。中国公司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策略，但也
不难做出调整。一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大多流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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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在英国脱欧之后，这一趋势有可能会进一步
加强。
英国脱欧确实使中国货币政策复杂化了。美元
和日元上涨，而英镑和欧元下跌。在过去的全球危
机里，人民币一直保持稳定，但周一人民币调整表
明，若美元继续上涨，央行并不希望人民币继续跟进。
理想的情况是，他们希望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
保持“相对”稳定。该政策具有一定风险，因会加
速资本外流，进而加大金融风险。但很可能，央行
能够管理资本外流，保持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
最后，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或许是英
国脱欧事件的大赢家。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可能会变弱，并被英国脱欧谈判、控制移民、将边
缘国家留在欧元区等内部事务缠身。美国也有可能
因欧洲带来的这些挑战分心。而这却给了中国更多
机会追求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并使之与欧洲国家在
各种问题的谈判上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中国希望
被作为市场经济体对待，这既是一种象征，同时在
判定反倾销案例中也具有实际意义。现时，中国正
同美国和欧盟进行投资协定谈判，但迄今为止中国
开出的条件并不怎么有吸引力，因为中国在许多重
要领域并不对外资开放。离开欧盟的英国可能迫不
及待想要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在市场经
济和投资协定上做出此前欧盟所不愿做的一些妥协。
英国脱欧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它却是一个
信号 ：预示着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vv

专题新闻
麦朴思 ：英国脱欧将加速市场重心移向东亚 中美应合作
（来源：新浪财经）

29 日晚，
素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麦朴思
（Mark
Mobius）周三号召投资者“到东方去，到远东去”。
他表示，英国公投选择脱离欧盟，将使“市场重心”
加速向亚洲转移。
麦朴思预计“越来越多的贸易与 IPO 将转向东
方。”他承认他在英国脱欧公投上“错得厉害”，并
将此次公投称为“一件惊人大事”。他补充道 ：
“现
在我相信英国人有了新的想法。”
麦朴思认为，欧洲经济合作的削弱将对亚洲有
利。他表示 ：
“实际上任何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因为
人们就像是被汽车大灯照射的鹿一样，在那儿一动
不动。但随着我们冷静下来，开始思索未来，人们
当然会在心中考虑此事。”
麦朴思表示，中国放开货币汇率的速度，将成
为亚洲贸易与 IPO 上升的决定因素。
麦朴思指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应在贸易方 的超大规模，“如果不接纳中国，这个协议就真的没
面与中国合作，而不是按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 有任何意义。”
普（Donald Trump） 呼 吁 的 那 样 采 取 对 抗 措 施。
TPP 协议的目标是扩大亚太地区的贸易机会，
他表示，中国对与美国合作将持开放态度。
参与国家包括美国及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其
“美国确实应该醒悟中国在做什么。我相信美国 他 11 个国家。
最好的道路就是与中国合作共事。这样两个大国就
麦朴思认为，对投资者而言，他们应该将眼光
站在一起了。这是合则两利的事，”麦朴思说道。
投向东方。“鉴于美国市场走软及欧洲的事态进展，
麦朴思表示，受到特朗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人们应考虑更多多样化措施。他们对新兴市场的仓
希拉里反对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自由贸易 位配置太低。”
协定应接纳中国。他表示，考虑到中国在亚太地区

中行纽约 ：英国脱欧公投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来源：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分为近 本来就脆弱的信心，导致投资者进一步采取观望态
期影响和中长期影响，以及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度，并进一步削弱制造业和工业产出及其雇员增长
总体看 ：近期和直接影响相对有限 ；中长期和间接 势头，以及正在放缓的劳动生产率和薪酬增长势头。
影响更大。
该事件引发美元升值则会影响美国对英国以外
地区的出口。市场预期 2016 下半年美国出口增长
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直接影响的主要渠道是英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减 幅度可能从 2.5% 下降到 1%。美元升值，油价再
少美国对英国出口。但这一影响相对有限。因为出 次下滑，则会影响正在复苏中的美国能源相关产业。
口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占比仅为 11% 左右，而对英国 美元升值也会进一步影响美国海外企业的利润增长。
出口占比更小，仅占美国全部出口的 4%，或占美国 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情景不确定，也会更加惜贷。
GDP 总量的 0.5% 左右。

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加有限。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在公投后没有受到影响，6 月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
数反而上升。

但也有正面作用 ：

美元升值，进口价格下降，会进一步刺激消费
者支出。房贷利率随长期利率一道下降，有助于维
持住房市场持续回升。

Bloomberg 于 6 月 24 至 27 日关于英国脱欧
综合看，该事件可能导致美国 2016 年实
公投对美国经济影响的调查显示 ：34% 认为有害 ； 际 GDP 增长率下降 0.1-0.2 个百分点，就业增长也
15% 认为有助 ；21% 认为无影响 ；30% 不确定。
会相应受到影响，并且小福增加美国在近期陷入衰
但间接影响较大，主要是不确定性影响投资者 退的概率。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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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有限，因为美国在英国
的信贷和资本市场敞口有限，银行损失有限。但美
国银行业可能会重新考虑其在欧洲的战略安排和布
局，有可能将总部迁出伦敦。大通、高盛、美银和
摩根士丹利在英国业务规模都很大，雇员多达上万
人。在历史上，这些银行通常先在英国建立机构，
然后再利用进入欧盟其他国家的“护照”权利，向
欧洲扩张。但这些银行将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合法总
部，并且开始准备把部分业务转移到都柏林、巴黎、
法兰克福等城市去。
纽约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美国人民币离岸市
场的地位也可能因为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下降而增
强。
美国国债市场由于全球资金投奔安全天堂而增
长，使长期利率下降。这会降低融资成本，但也会
使使收益率曲线更加平坦，银行利差进一步缩小。

42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相对而言，对金融市场的间接影响更大，主要
是由于前景的不确定，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溢价，
降低了风险偏好，而更加采取等待观望态度。
Bloomberg 在 6/24-27 对投资者就英国脱欧
公投对其金融投资影响的考察发现 ：41% 认为有负
面影响 ；17% 认为有正面影响 ；27% 认为无影响 ；
15% 不确定。
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美国利率决策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和外部因素
的影响，最近几次延迟加息的主要根据是全球经济
放缓，而 6 月不加息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英国脱欧
公投可能对美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带来的不确定
性。
公投结果出来后，市场再次下调关于联储在
2016 年升息的预期。联邦基金期货价格反映出，联
储在 2016 年内不升息，甚至降息一次的概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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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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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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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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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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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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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行盛夏季
诚意送上定期存款优惠利率
定存可享高达：

1.10

%

年溢率 (APY)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定存期限（月）

24

12

6

年溢率 APY

1.10%

1.00%

0.60%

优惠利率只适用于 7/22/2016 至 10/07/2016 期间的新增存款。最低开户金额和最低余额要求为 20,000 美元。定存提前提
款需付罚金。如有费用产生可能会降低账户收益。定期存款到期后将自动按银行当时年溢率转存。年溢率在促销期后
如有调整，恕不另行通知。有关最新利率资讯、收费详情及相关条款请咨询营业服务代表。上述年溢率是由中国银行
纽约分行及皇后分行提供，两家分行均属 FDIC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员银行。FDIC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每位存款人在每
家被保银行最高承保金额为 250,000 美元。
开户方式请亲临银行或致电咨询：

纽约分行
New York Branch
410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
1 (646) 231-3103

皇后分行
Queens Branch
42-35 Main Street
Flushing, NY 11355
1 (212) 925-2355 ext. 8823 or 8825（转内线 8823 或 8825）
Open 7 days except holidays

New York Branch and Queens Branch are Members
of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TM

美国投资移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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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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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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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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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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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