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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纽约同美国友好人士互动交流实录
（文字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图片来源 ：纽约经济俱乐部）

当 地 时 间 2016 年 9 月 20 日 晚， 国 务 院 总 理
李总理 ：中国对外开放初期，我们注重“引进
李克强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来”，吸引外资。中国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和 我们需要同跨国公司合作，中国企业本身也要对外
回答现场友好人士提问。问答实录如下 ：
投资。所以我们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晚，李克强总理在纽约华 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需要吸引
尔道夫饭店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及美中关系全国委 大量外资，这对中国经济的确有推动作用。中国实
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 际利用外资累计已经达到 1.7 万亿美元，连续 24 年
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依
并同出席活动的美方友好人士互动交流。
然要成为外资投入的热土。我们不仅需要外资流入
李总理在致辞中回顾了中美关系与务实合作从 推动增长，更需要外资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技
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指出中国作为最大 术。当然我要明确，我们在技术方面的合作是没有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 先决条件的，不会强迫外资到中国必须转让技术。
经济在高基数上保持平稳增长，不仅在国内创造更
当然我也听到有一些外资企业负责人对中国在
多就业，对美国经济也有拉动作用，两国经济是彼
某些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提出意见。我可以明确说，
此高度依存的关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
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愿同美方本着相互 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还不长，很多行业正在逐渐成熟
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共同 过程中，这一成熟的过程也是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
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来的国际秩序，推动 过程。中国对外资准入的领域会越来越宽，开放的
大门会越开越大，而且绝不会关上。在座各位只要
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有资金，有投资愿望，我们热烈欢迎，具体项目可
李总理随后回答了现场友好人士提出的四个问题。 以下来磋商。（笑声）
伯克利证券公司创始人、纽约大学董事会主席伯
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运营官法利 ：非常感谢李
克利 ：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世界各地市场开展 总理今天在您的国家拥有的饭店接待我们，很荣幸
投资经营，外国投资者也期待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 能够向您提问。美中都需要彼此，都是最强大经济体。
您怎么看？对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有什么看法？
我赞成您提到的应该相互尊重的看法。同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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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到两国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在美国能看到关 我在演讲中一定会讲全球化，一定会提及贸易自由
于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涉华负面报道， 化和投资便利化。请大家一定不要误解，这和美国
在中国也能看到不少有关美国的负面报道，怎样做 大选无关。（笑声掌声）
才能应对这一互不信任的问题，加强美中合作？
同时，全球化的确也对有些行业和人群造成一
李总理 ：中美之间的确有误解也有分歧，但总 些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有依靠推
体来讲我们之间的理解远远大于误解分歧。具体分 进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才能最
歧经常会有，但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比如你 终解决这些弊端。美国是继英国后，全球化和贸易
说华尔道夫饭店是中国国家所有的，我想做一更正， 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也是受益者之一。我们
是中国一家民营企业购买了华尔道夫的股权，但还 愿意和大家共同努力，维护贸易自由化，更加合理
是美国企业家长期负责经营，（掌声）所以我这次下 地推进全球化。我们也会注意一些人群发出的呼声，
榻的依然是美国人管理的酒店。（笑声掌声）
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总之，世界潮流是向前的。
至于两国媒体的相互报道，也要全面看待。比
如打开某个媒体，我这里不想给媒体做广告，可能
有几篇有关对方国家的报道，可能很多客观真实的
报道，读者往往不注意，而一些挑刺报道往往吸引
眼球。当然媒体如果出于善意做一些批评报道，对
我们互相之间改进工作，也不无帮助。
至于你提到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详细解答需要
很长时间。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人民币不存在持
续贬值基础，中国也绝不会用货币贬值手段刺激出
口，因为这对中国经济升级是没有益处的。
如果你问如何增加信任消除误解，那还是要多
往来。去年中国到美国游客有 260 多万，留学生有
60 万。据我所知，很多美国人还没有去过中国。我
对消除误解加强互信的建议就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
往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且是坦诚沟通。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 · 霍马茨 ：您的演讲内容
全面、思想深刻，展现了远见卓识和影响力。我的
问题和全球贸易有关。您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近几年贸易增长乏力，我们两国之间以及同其他国
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下相互依存度很高。同时我们也
担忧，很多国家出现经济民族主义抬头问题，而且
国内面临生产本地化的巨大压力，还有人主张逆全
球化，而不是改善贸易体系，这在美国、中国和其
他国家都有迹象。所以我的问题是，美中两国能够
一起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势头，共同努力加强世
界贸易体系，使之更加开放？另外，美中两国如何
抓住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带来的机遇，共同发挥领导
作用，完善世界贸易规则，创造更多经济繁荣增长
的机会？
李总理 ：美中两国应共同向世界发声，我们都
支持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安排，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
框架下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中美两国和
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上发声，有利于避免逆全球化
形成势头，也有利于避免设置贸易壁垒、以邻为壑
的现象发生，避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局。

《财富》杂志资深记者苏茜 · 格里布 ：您的演讲
和答问都让我耳目一新，深受启发。我和很多美国
企业界人士都为美国出现反全球化、反全球贸易潮
流感到担心。您肯定也听到现在的总统候选人有关
美国丧失就业岗位、不公平贸易协议等的强硬表态。
其次，中美两国还应该进一步扩大相互开放。
我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得益于世界贸易发展，
不仅是贸易，
还包括投资。中国扩大开放是有诚意的。
这也符合中美利益。您对当前极端的发展趋势有多
我们最近完成了对美国牛肉输华的检疫评估，很快
担心？如果要想给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建议，您会对
会确定从美国进口牛肉。中国是一个农产品大国，
他说什么？对公众说些什么缓解他们的担心？
也是畜牧生产大国，但美国也有好的牛肉，为什么
李总理 ：我这次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系列高 不让中国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权呢？（掌声）如果我
级别会议之前，就有朋友告诉我，
“这个时候到美国， 要是在美国中西部宣布这个消息，我得到的掌声会
去的不是时候（It’s not the right time.）
，因为现 更热烈。（笑声掌声）但因为是在纽约，我还想说一
在美国大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大选是美国的内政， 下，我们已经决定在纽约指定一家中资银行作为人
我对此能说的话非常有限。我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 民币清算行，而且欢迎纽约有条件的银行也申请设
我曾经访问过美国，两党竞选总部都去过，他们都问， 立人民币清算行，这将有利于我们之间跨境结算更
“喜欢不喜欢我们的候选人？”我只能告诉他们一句 加顺畅。我们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给中
话，不管谁当选，我相信中美关系一定向好。（掌声） 美工商界都发出了积极信号。中方尽最大努力在两
今天以中国总理的身份站在这样一个讲台上， 年内三次改进出价，双方正在进行第 29 轮谈判，我
我只能重复这句话，不管大选后谁出任美国总统， 们需要美方也相向而行。相信只要双方采取务实灵
活的态度，是可以达成一个高水平、互利共赢的双
我相信中美关系一定会向好。（笑声掌声）
边投资协定的。
我还没有说完。明天我要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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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代表参加欢迎李克强总理招待会

9 月 20 日晚，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中国经济如何能在转型发展中保持中高速增长 ?
会员代表与美国经济金融界及智库重要人士一同参 李克强给出的解答是 ：一方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欢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招待会。李克强总 淘汰消化落后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新经济、
理发表讲话，强调了中美互利共赢，应共同向世界 新动能。
发声，并回应美国工商界对中国经济的三大关切。
李克强说 ：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服务业占 GDP 比重已超过 50%，而且还在继续保
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今年 8 月，中国经济刚刚以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持增长势头。”
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被诸多境外媒体解读为“中
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在美国投资、从美国进口
国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李克强在致辞中表示，当前 商品，至少给美国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中国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额下降 13%，地缘政治冲 经济持续增长，也会给美国经济、就业带来积极影响。
突此起彼伏，难民问题加剧，恐怖袭击时有发生。
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开放？
就在总理抵达前一天，纽约刚刚发生了一起爆炸案。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李克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 强明确表示 ：根本上是靠改革开放。
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一个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
“30 多年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
能够保持平稳增长实属不易。”李克强说，“我可以
现在我们仍然要依靠改革开放。近年来，中国推动
明确说，今年 3 季度乃至下半年，中国经济会继续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推动大
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
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今，中国每天新诞生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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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达到 1.5 万个。”总理说。

针对这种不必要的担忧，李克强指出，美国作为世
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另一个明证，是本 界最大发达国家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
届政府削减了 40% 的审批事项，将外资进入中国投 状况，将会维持很长历史阶段。即便中国经济总量
资审批事项砍掉 50%，并将绝大多数审批改为备案。 接近美国，人均 GDP 仍与美国相差甚远。
李克强最后强调，中国 30 多年来取得巨大经济
“我经常收到美国企业家给我的来信，抱怨有些
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
地方的营商环境不佳。但同时，我也收到美中贸易
委员会的报告，从去年到今年，在华美国企业盈利 边环境。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己所不欲，
面达到 90% 以上，而且今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投 勿施于人。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因此中
资增长了 1.2 倍。”李克强说，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 国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
双方贸易额、投资额几乎为零，那时当然没有经贸
摩擦。现在，我们的贸易投资额如此巨大，难免会
有一些矛盾，然而这绝不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中国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吗？
美国舆论中有一种声音，担忧中国经济总量与
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时，美中关系该如何相处。

在讲话后的提问环节，总理宣布中国已决定在
纽约设立人民币清算行，欢迎纽约有条件的银行参
与。随后，中国央行正式授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担
任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是中国首次在美国设
立人民币清算行，也是 2016 年首次新增清算行。
总商会诚挚祝贺会长单位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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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做客美国中国总商会“名家讲坛”

9 月 16 日晚，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特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做客美国中
国总商会“名家讲坛”，在纽约哈佛俱乐部发表“一
带一路及亚洲新机遇”的演讲。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经济商务室周善青参赞出席晚餐会，美国中国总商
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主持并致欢迎
辞，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首席代表宋湘燕，富
国银行首席执行官 Jonathan Weiss，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 高级顾问、前摩根士丹利联席总裁
Zoe Cruz 等 30 余位中美工商界代表出席。
演讲中，金立群行长详细介绍了亚投行的创设
理念、管理方式、开放姿态及项目运营情况。金行
长指出，亚投行是一个开放的机制，亚洲近年来的
快速发展为全世界创造了巨大机遇，亚投行的创立
正是借助这一机遇，创造一个国与国、政府与企业
间合作的高水平平台。金行长强调，亚投行绝不是
既有多边开发银行的简单克隆，它致力于成为一个
高效、开放、代表着 21 世纪全球治理理念的开发银
行。“精简、廉洁、绿色”是亚投行的三大目标，亚
投行已经制定并在严格执行最高规格的廉洁管理标
准，对任何腐败都是零容忍。
谈到美国的角色，金行长指出，美国虽然尚未
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亚投行，但亚投行的工作团
队中有很多美国公民的身影，他们的工作令人称赞。
这也说明，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否是亚投行的成员，
都有机会参与到亚投行的事业中来。同时，金行长说，
亚投行的大门对美国是敞开的，并将一直如此，亚
投行欢迎每一个国家的宝贵贡献。“亚投行的创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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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明显的中国印记，但亚投行必将是在国际社会中
成长。”
此外，金行长向在场嘉宾简要介绍了亚投行在
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缅甸、印度尼西
亚等国基础设施建设、电力输送等领域的项目，及
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组织的
密切合作。金行长指出，亚投行的成员高度多样化，
其发展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亚投行正在从过去单
纯的基建项目向更多项目领域发展。
本次活动是总商会“名家讲坛”系列 2016 年
的第三场活动。在前两场活动中，总商会分别邀请
到中国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教授和远大集团董事长
张跃，分别就“2016 年中国经济展望”和“构建立
体低碳纽约”发表了演讲。总商会作为中美商业交
流平台，希望通过举办“名家讲坛”系列活动，促
进美国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与商业投资环境的
了解，更好地服务中美会员企业和两国社会。总商
会期待各位会员及朋友们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总商会诚挚感谢中国银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
是一个由中国政府发起的面向 21 世纪的多
边开发银行，创始成员达 57 个国家及地区。
亚投行着重关注亚洲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
的发展，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农村基础
设施与农业发展、供水与用水卫生、环境保
护、城市发展与物流等等。

商会新闻

黑龙江省商务厅代表团访问美国中国总商会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9 月 15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接待黑龙江省商务厅代表团访
问并举行座谈会。黑龙江省商务厅厅长孟祥君，中
国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室周善青参赞、薛东领事，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
等参加座谈。

汇收购 Smithfield 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证明。徐辰会
长表示，中国银行愿意与黑龙江有实力的企业合作，
共同推动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发展。
孟祥君厅长对总商会、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中
国银行纽约分行的接待表示感谢。孟厅长指出，黑
龙江省要提高对外开放意识，在对俄贸易的基础上
加强与美加、日韩、欧洲等多地区的商贸合作 ；同
时借助黑龙江的产业特色和潜力，促成在绿色食品、
粮食深加工、旅游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中美双
向投资。此外，孟厅长强调了民间商会组织在对外
经贸中的重要作用，并表示期待今后与总商会的进
一步合作。

黑龙江省商务厅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加强与美
国、加拿大地区的商贸联系，尤其是与美国当地中
资机构、商会组织的联系，并团结黑龙江在美投资
的中资企业，密切相互合作。徐辰会长向代表团介
绍了美国的投资环境，并指出美国地方政府尤其欢
迎为当地创造就业的中企投资项目。结合黑龙江省
在农产品、大宗商品、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优势，徐
总商会诚挚感谢会员企业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
辰会长认为黑龙江企业在美国尤其是中北部地区开 的大力支持。总商会将继续通过此类活动来加强中
展农业、乳业、制造业等方面商贸合作的潜力很大。 国各省市与美国各地区的商业交流，促进中美双向
此外，徐辰会长还指出，中资银行在中国企业对美 贸易投资。
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2013 年由中国银行支持的双

美国中国总商会参加良知基金会 2016 年度颁奖晚宴

2015 年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与美
国良知基金会共同主办了纪录片《犹太人在上海》的纽
约首映礼，以此为开端，总商会与良知基金会开展了积
极良好的合作。9 月 19 日，总商会作为联席主席，参
加了良知基金会于纽约举办的 2016 年度颁奖晚宴，20
余位总商会嘉宾代表出席。
颁奖晚宴上，法国总统奥朗德荣获“年度政治家”奖，
以表彰其在法国遭受系列恐怖袭击时，在捍卫民主与自
由方面表现出的卓越领导力。陶氏化学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 Andrew N. Liveris 先生和卡洛斯 • 斯利姆基金会
主席 Carlos Slim Helù 先生荣获“良知奖”。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7

商会新闻

美国中国总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在华盛顿共同举办招待酒会

9 月 20 日， 美 国 中 国 总 商 会（ 以 下 简 称 总
商 会 ） 与 上 海 美 国 商 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简 称 AmCham
Shanghai） 在 华 盛 顿 特 区 共 同 举 办 招 待 酒 会。
此 次 活 动 是 上 海 美 国 商 会 2016 年 华 盛 顿 特 区
“Doorknock”活动的一部分。活动共有 70 余名来
自中美两国的商界人士、政府官员、国会职员、学
界及智库代表参加，由上海美国商会主席柯 · 吉布
斯先生和总商会理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
美总代表赵振格先生共同主持。
吉布斯先生在致辞中说，
“这是上海美国商会与
美国中国总商会首次共同举办活动，能够一起努力让
中美两国的商界精英相聚于此，我们双方都感到非常
自豪。我们相信这样的做法对中美关系有益无弊。
”
为活动专程赶来的赵振格总代表在讲话中同样
高度赞扬了两家商会组织的密切合作。“今晚的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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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两国商界人士建立联系、发现商机、深化合作
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赵振格总代表说。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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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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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余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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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国商会成立于 1915 年，是一个非盈利、
无党派的商业组织，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且发展最
快的美国商会，拥有 1,700 家企业会员和 3,700 名
个人会员。

商会新闻

美国中国总商会名誉主席董建华荣获东西方研究所“John Edwin Mroz Global
Statesman Award”

10 月 5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
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前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纽约荣获东西
方研究所（East West Institute, EWI) 颁发的“John
Edwin Mroz Global Statesman Award”奖项，成
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总商会会员史带投资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 · 格林伯格先生为
当晚该奖项的另一位得主。总商会是东西方研究所
本年度颁奖晚宴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共有 30 余位
总商会会员作为嘉宾参加此次活动。

更好的美国、更好的世界一起努力。
格林伯格先生也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大国关系。只有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我们才能
拥有一个安全的世界。

“John Edwin Mroz Global Statesman
Award”创立于 2014 年，为纪念已故 EWI 创始人、
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John Edwin Mroz 而设立，每
年颁发给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增进国家间互信
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往届获奖者包括美国前总统
乔治·W·布什、德国前总理科尔、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董建华先生在接受奖项时说到，尽管中美之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
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正如每一个人所看到的那样， 等。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一直不断向前、向好的方向发
美国中国总商会向董建华主席与格林伯格先生
展。“只要中美两国在一起合作，很多问题就可以被
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总商会诚挚感谢各位会员
解决。两国不合作，很多问题就无法解决。”他还风
趣地说，在场很多嘉宾可能不算真正了解中国，欢 及朋友们的宝贵支持，并期待与东西方研究所开展
迎大家来中国看看，中国政府和人民也需要更好地 进一步的友好合作。
与世界沟通。最后他引用美国前总统伍德罗 · 威尔逊
的话鼓舞大家，大国合作、共建和平，为更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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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热烈庆祝理事单位福耀玻璃美国公司俄亥俄州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工厂开业

10 月 7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
会）理事单位、全球领先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
美国公司热烈庆祝其位于俄亥俄州 Moraine 的新工
厂盛大开业。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美
国 国 会 参 议 员 Sherrod Brown， 众 议 员 Michael
Turner，俄亥俄州州长 John Kasich，俄亥俄州副
州长 Mary Taylor，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室
参赞周善青，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
地区行长徐辰，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Stephen A.
Orlins 等 700 余位来自中美两国的汽车业领袖、商
界代表、政府官员出席了开业庆典。总商会多家会
员企业代表到场祝贺。
福耀玻璃美国公司的新工厂位于俄亥俄州代顿
市 Moraine 郊区，占地 116 英亩。福耀的进入使
得这座原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组装车间的工厂重新
焕发了生机。在经过全面的翻新后，它已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单体汽车玻璃生产厂，可达到每年 400 万
套汽车玻璃外加 400 万片汽车挡风玻璃更换件的生
产能力。目前该工厂雇佣当地员工 2000 人，并有
望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在 2017 年底雇佣 23002500 人。整个工厂项目福耀集团共投资 4.5 亿美元，
是迄今为止中资企业在俄亥俄州的最大投资。福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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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希望能够通过恢复在美国进行汽车玻璃生产，
振兴当地社区以及更广泛的整个汽车制造业。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
开业典礼是福耀人和诸多合作伙伴长期不懈努力的
成果。福耀对于在俄亥俄州的事业感到非常自豪，
并将全力支持北美汽车市场的增长。
其实，福耀集团在美国取得的成功，只是诸多
中美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例证之一。“在美国
中国总商会的会员企业里，像福耀一样的中资企业
还有很多”，周善青参赞在讲话中提到，“目前美国
中国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对美投资额已经占到整个中
国对美投资额的 80%。”
福耀玻璃美国公司是福耀玻璃工业集团的子公
司。福耀玻璃工业集团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大汽
车玻璃供应商，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俄罗斯、德国和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客户包括
全球各大汽车生产商，如 ：奥迪、宾利、宝马、克
莱斯勒、戴姆勒、菲亚特、福特、通用、本田、现代、
捷豹路虎、尼桑、大众、沃尔沃等。
美国中国总商会热烈祝贺理事单位福耀玻璃美
国公司，并祝愿福耀集团生意兴隆、再创佳绩！

商会新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美国中国总商会
10 月 4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会议室接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与外交部美大司代表团访问并举行座谈会。代表
团一行 6 人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率领，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总商会
常务理事、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北美总代表薄伟，总
商会常务理事、绿地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胡
刚，总商会理事、中再集团纽约代表处首席代表方
春银，九鼎投资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培涛，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战略及研究总监、战略及研究部
总经理黄小军等参加座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调查
美国现阶段经济形势、了解中资企业在美国发展的
实际情况，并调研 2016 美国大选对中美双边经贸
关系的影响。徐辰会长首先向代表团介绍了中资企
业在美投资近年来迅速增长的态势，并谈到美元升
值、美国产业门类齐全、市场广阔是美国成为中资
企业所热衷的投资地的三大主要原因。徐辰指出，
美国地方州、市政府普遍欢迎为当地创造就业和税
收的中企投资，而联邦政府则倾向于采取更为谨慎
的态度。

夏 Liberty 28 大楼的夏日电影节，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绿地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胡刚就如何同
美国企业合作、如何处理政府关系、社区关系、如
何做好企业公关分享了经验。他强调，民间力量对
中美经贸关系十分重要。绿地美国在纽约布鲁克林
太平洋公园项目中与当地企业合作时，曾邀请美方
设计人员去中国实地参观工厂，成功转变了他们对
中国产品的印象，“让他们对我们竖起大拇指”。
中再集团纽约代表处首席代表方春银针对美国
保险业的监管体系交流了自己的感受。他指出，美
国监管部门的各个机构有着一致的目标，各项规定
相互连通，形成一股合力，中资企业尤其需要适应
此类成体系的监管政策与流程。
关于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来自九鼎投资的陈
培涛总经理认为，目前美国处于近 20 年中比较好的
经济状态，处于“温和复苏”阶段，
“后劲也比较足”，
还没有经济过热的迹象。

谈及美国大选，总商会的代表们分享了各自所
了解的美国经济金融界对两党候选人的看法。中国
随后，代表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复星北美总 银行纽约分行战略及研究总监、战略及研究部总经
代表薄伟分享心得说到，中美两国企业在企业经营、 理黄小军认为大选后有两大政策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公关策略、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因此需 一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要格外增强对彼此的认知。中资企业在美国要努力 定》前景如何，二是新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政策将
了解美国人的思维与做事方式，以实际行动树立中 有哪些变化。
国企业在美新形象。复星在美国创造了 9000 余个
总商会诚挚感谢各个会员企业对本次活动的大
就业岗位，并做了大量工作融入当地社区，例如今 力支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访问美国中国总商会
10 月 12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
驻美代表处在总商会纽约办公室举行会议，中国驻
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室参赞周善青、中国贸促会驻
美代表处总代表赵振格、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处
长张鑫等参加会议。

也需要广大中资企业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分享在美发
展的实际需求和心得体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美代表处是总商会
的理事单位。会议中，赵振格总代表首先提到，双
方 合 作 于 9 月 20 日 在 华 盛 顿 与 美 国 在 华 最 大 商
会——AmCham Shanghai 共同举办招待酒会，活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强总商会与总领馆经商室、 动非常成功。贸促会在国内有丰富的企业资源及专
贸促会的沟通合作，整合资源，发挥各自优势，齐 业的法律顾问团队，期待今后与总商会开展更多、
心协力更好地为在美中资企业服务。周善青参赞讲 更深入的合作。赵振格总代表还对总商会 10 月 21
到，“要把中资企业在美国丰富多彩的实践深入理解 日即将举办的“Working with CFIUS on U.S. In清楚”，每一个中资企业的在美发展、逐步嵌入国际 vestment Transactions”早餐会表示了肯定与赞赏。
产业链的过程，在宏观上其实就是中国经济与美国
总商会诚挚感谢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周善青参赞
经济、世界经济逐步对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复杂， 与理事单位中国贸促会驻美代表处的大力支持。总
总商会、贸促会、总领馆作为服务中资企业的机构， 商会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尽最大努力服
都要努力地去理解企业各种做法背后的具体原因， 务会员、促进中美双向贸易投资稳步发展。
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这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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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再添里程碑 中国银行获准担任美国人民币清算行
（来源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9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授权中国
银行纽约分行担任美国人民币清算行。这是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美金融合作迈
向新台阶。至此，中国银行已在港、澳、台，德国、
法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匈牙利、南非、赞比
亚、美国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担任人民币清算行，提
供 7*24 小时全球人民币清算服务，实现五大洲清算
网络全覆盖。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人民币“走出
去”重要市场。去年 9 月，中美两国就进一步加强人
民币业务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经过双方密切沟通和
不懈努力，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宣布将进一步
发展在美人民币交易与清算能力，指定美国人民币清
算行。此次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将进一步便利人民
币在美使用和跨境交易，推动中美双向贸易、投资与
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银行成立于 1912 年，截至目前已在全球
47 个国家设有 600 多个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上世
纪 30 年代进入美国市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成立于
1981 年，历经多年，现已发展成为在美最大的中资
金融机构。截至 2015 年末，资产已超过 500 亿美元，
是唯一按照美国大型银行监管标准运营的外国银行分
行，国际结算量占中美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美元清
算量排名市场第十位。
多年来，中国银行积极致力于推动美国人民币业
务发展，并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美国人民币交易和清算
工作组，担任运营模式选择分委会联席主席，牵头研
究适应美国的人民币清算模式，推动美国人民币清算
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以来，中行纽约分行又成为芝加
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首家中资人民币结算银行，
并成功发行离岸市场规模最大的人民币绿色债券。此
外，中行纽约分行还能够提供企业和个人人民币结算
和人民币存贷款等服务，开创了美国市场人民币业务
多项第一。
未来，中国银行将会继续发挥全球化和多元化优
势，履行好清算行职责，进一步加强与在美金融机构
的业务合作，为美国市场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人民币
清算服务，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提升人民币外
汇交易能力，研发贴近市场需求的人民币债券及衍生
产品，更好地发挥两国经贸和投资往来的金融桥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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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武钢合并获国资委批准 或成为全球第二大钢企
（来源 ：美国中国总商会）

国务院国资委 22 日发布消息称，批准宝钢集
团与武钢集团实施联合重组，组建“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
。合并后的“中国宝武”产能规模
将仅次于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年产能约 1
亿吨），在全球钢铁业中跻身第二。美国中国总商
会祝贺会员宝钢集团，预祝中国宝武发展顺利！
宝钢与武钢重组这是数年来中国钢铁行业最大
规模的重组事件。宝钢集团是中国钢铁业的“龙头
老大”，拥有超过 5400 亿元的总资产，年销售额
超过 2400 亿元，员工 12.4 万人，2016 年在世界
500 强排名第 275 位。武钢集团是建国以来的首
家钢铁企业，被称为钢铁业的“共和国长子”，目
前总资产 2200 多亿元，产能 1800 多万吨。两家
合并之后，产能规模仅次于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
塔尔（年产能约 1 亿吨），在全球钢铁业中排名第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看
来，现在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和冲击
是导致两家携手的最直接原因。袁钢明表示，本来
过剩产能就使得全行业形成了微利或者是亏损的局
面，压产能后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就是很多企业
本来就很困难了，再采取一些强行的行政措施，要
缩减生产，就产生了双重的困难，所以显然是产能
过剩和压缩生产密切相关。因此这种时候，这种大
国有钢铁企业就会度日如年，出现生存不下去的情
况，尤其是武钢，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产品出不去，
就需要想尽办法缓解这种困难，这时候显然并购是
缓解困难的出路而已，这不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等，是在困难情况下的一种应对困难的办法。
国务院近期发布了主要针对钢铁行业兼并重

组的 46 号文件———《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
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这也是钢铁业去过
剩产能、结构优化调整的顶层设计方案。按照《指
导意见》设定的总目标是，到 2025 年，中国钢铁
产业 60%-70% 的产量将集中在 10 家左右的大集
团内。围绕这一总目标，钢铁产业兼并重组从现在
至 2025 年将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到 2018 年，将
以去产能为主，该出清的出清。同时，对下一步的
兼并重组作出示范 ；第二步是 2018 年—2020 年，
完善兼并重组的政策 ；第三步是 2020 年—2025
年，大规模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副会长迟京东说，不难看出，宝武走在一起正
是国家钢铁产业在兼并重组迈出的第一步。
宝武钢铁集团成立后，总资产将超过 7000 亿
元，预计年产能将达到 6000 万吨，产能规模仅次
于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 ( 年产能约 1 亿吨 )，
在全球钢铁业中排名第二。排在第三、四位的将是
年产能均接近 5000 万吨的河北钢铁集团和日本新
日铁。

比亚迪扩建美国工厂 未来还有第三期工程
（来源：网易汽车）

据汽车新闻网站 Autonews 报道，为了继续
扩大美国市场的竞争力，满足世界需求，中国电动
汽车巨头比亚迪将启动其美国兰开斯特工厂的二期
建造工程，二期工程有望于 2017 年完工。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周二表示，公司将启动
其加州兰开斯特（Lancaster）工厂的第二期建造，
以继续扩大其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影响力。据悉，
比亚迪兰开斯特工厂的建设总共为三期。
目前，比亚迪是世界电动汽车市场上的主要参与
者之一。而兰开斯特工厂主要是比亚迪长途大巴以及
巴士的建造工厂。如今，世界上对于比亚迪零排放的
大巴车以及公交车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同时，在商用
以及工业领域，比亚迪的中型以及重型卡车方面的需
求也大大增加。因此，比亚迪开启兰开斯特工厂的第
二期扩大工程，计划在未来三年使就业岗位增加三倍。

目前，比亚迪兰开斯特工厂有员工 400 名。
比亚迪北美总经理李柯（Stella Li）指出：
“目前，
比亚迪兰开斯特工厂的员工正为全国交通出行系统
组装公共汽车，但很快，我们就能够增加产能，并
以更快的速度，向顾客们交付最新的零排放汽车。”
比亚迪表示，二期工程预计将使工厂增加至少
40000 平方英尺（约 3716 平方米）的面积，并将
于 2017 年完工。接下来的第三期工程将使工厂达
到最大面积及完全产能。在被问及比亚迪是否计划
在美国进行轻型车的生产时，比亚迪发言人拒绝评
论此问题。
兰开斯特位于洛杉矶北部约 70 英里（约 113
公里）。今年 7 月，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以 30
亿元入股比亚迪，三星公司表示，投资比亚迪可使
得三星增强其汽车领域的半导体业务。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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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超千亿投资海外 欲做全球资源整合者
（来源 ：21 世纪经济报道）

从开发销售到运营综合体乃至输出产业和技术， 庞大的海外购物市场。
绿地集团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引领中国资本出海的浪
同样也在去年末，绿地旗下的绿地铂瑞酒店也
潮。其市场角色，也逐步从“资本输出者”向“全 成功进入了澳洲，在悉尼开业，正式开拓海外市场
球资源整合者”变化。
业务。
2012 年 10 月绿地进军韩国以来，绿地集团已
根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的观察，绿地集团重点布
经成为中国企业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国际化样本。
局的海外区域大多处在国内有较多海外置业需求或

截至目前，绿地已经进入了四大洲 9 个国家 12 华人较多的地方。同时，这些项目也大多位于经济
座城市，在悉尼伦敦等海外名城中更是打造了多个 较为发达或发展较快的区域。例如韩国济州岛项目、
城市名片 ；其海外销售额，更从 2013 年起的 30 亿 “伦敦之巅”、悉尼、洛杉矶等地的“绿地中心”、纽
快速增长到了 2015 年的 300 亿，两年增幅达到了 约“太平洋 (7.160,0.00, 0.00%) 公园”、马来西亚
令人瞠目的 10 倍。
的智慧城市等等。
从开发销售到运营综合体乃至输出产业和技术，
但随着绿地在当地逐渐站稳脚跟，集团的战略
绿地集团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引领中国资本出海的浪 也从“多点开花”转向了“区域深耕”。绿地相关
潮。其市场角色，也逐步从“资本输出者”向“全 人士分析表示，在多个区域做多个项目，和在一个
球资源整合者”变化。
区域多找几个项目，其实际的成本会有一定的差异。
在同区域深耕，其相应的边际成本会减少，更有利
瞄准“全球客群”
于集团的海外发展。
据绿地相关人士介绍，起初绿地的海外战略主
绿地海外负责人介绍，“深耕一地，逐步交由当
要是迎合中国内地人群的海外需求。
地团队实施区域市场开拓，更贴近市场实际、更能
而所谓的海外需求无非包括，海外置业、海外 准确把握投资机会。多项目联动，也使得绿地的系
消费与旅游几个大的方面。
统和规模化开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目前绿地集团
去年末，绿地与日本 LAOX 株式会社联合投资 在悉尼、多伦多、济州岛均已形成多项目布局，同
100 亿日元，对日本千叶海港项目进行改造，这也 时在英国、美国积极寻求新的优质项目。
是绿地集团首度瞄准旅游地产经济。绿地方面希望
而区域深耕意味着整体客群发生改变，运作模
打造“访日旅游一站式大型商业综合体”，剑指中国 式也会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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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负责人表示，“随着对区域市场的熟悉以及
品牌在当地的影响力上升，绿地对当地市场、消费
者更为熟悉，信心也在不断提升，绿地的多个项目
都在迎来多元化客群”。
目前，在巩固国内客群的基础上，绿地美国、
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海外项目均在蓄客中大
幅提升海外客户比重，对国内客群的依赖较先期显
著降低。以英国项目为例，客源分布以英国为主，
同时包括中东地区及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
中国等，华人客户仅占比 15% 左右。
试水产城开发
绿地相关人士称，某种程度上来讲，绿地的海
外业务已经领先了其他房企一个阶段，而这种领先
体现在产业输出之中。

熟悉当地市场后，绿地已经不满足于这一点。区域
深耕、自主开发、全球客群、世界品牌，才是绿地
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野心。
梳理自 2013 年以来的绿地海外投资可以发现，
绿地海外已从多点布局向深耕发达国家、核心区域
转变，从先期试水性质的单体项目开发，向系统化
投资布局转变。
目前绿地集团在悉尼、多伦多、济州岛均已形
成多项目布局，同时在英国、美国积极寻求新的优
质项目。全球客群的多元化雏形也基本形成。
绿地相关人士表示，随着产业发展和经济形势
的变化，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同
时并存的状况。因此，绿地国际化实际上是双向的。
除了“走出去”做“区域深耕”，还要“引进来”，即“嫁
接全球资源，服务中国市场”。

上述人士表示，绿地不再满足于对海外市场单
纯的资本输出，而正进一步谋求与国际市场在技术、
今年 4 月，绿地集团在加拿大的直采中心正式
模式、资源等方面的多层次对接 ；海外资产资本化 挂牌。从 2014 年底开始，绿地在美国、英国、韩国、
有更多尝试，经营模式的多样性也在不断提升。
澳洲、加拿大一共布局了 5 家“海外直采中心”。
今年 8 月，绿地控股集团与马来西亚伊斯干达
特区合作，打造的“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绿地智慧城
市体验馆”正式揭幕。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表示，
打造该体验馆不仅是绿地参与及融入当地城市规划
与发展的积极作为，亦标志着中国房企不止步于“中
国资本”的“走出去”，更着力推动“中国技术”输
出海外。
据介绍，该项目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
据分析技术，建设全覆盖监控的和网络的智能云平
台，提供包括智慧安保、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
慧交通等公共服务。而针对社区生活打造的智慧办
公、智慧酒店、智慧家居，将在绿地马来西亚项目
中全面落地应用。

张玉良表示，绿地建立直采中心的主要目的，
在于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实现原产地直采，从而建
立起低成本、高品质的商品供货渠道，提高渠道控
制权和话语权。而绿地的全球化战略，实际上也为“绿
地直采”提供了强大依托和竞争优势。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了解，绿地全球商品直销业
务，主要包括三个环节 ：产业链上游“绿地直采”、
产业链核心平台“绿地全球购”、市场终端“绿地全
球商品直销中心”。目前，其线下实体店快速扩张，
今年内将实现 20 家开业，明年底将达到 50 家 ；核
心平台“绿地全球购”亦实现大幅升级。
“进军跨境电商业务，是今年绿地‘大消费’板
块计划中的重要布子。”绿地内部人士介绍，公司今
年还签建了青浦跨境贸易基地项目，跻身上海第二
大跨境保税公共仓，打造了跨境电商进口供应链集
成平台。

同样是在 8 月，绿地在美国市场大胆尝试了国
内的“产城模式”。8 月 18 日，绿地控股（600606.
SH）宣布与平安信托、雅居乐集团和宝丰资本，正
式收购位于南旧金山市牡蛎湾项目，预计项目总投
上述人士表示，其未来大消费板块的策略，将
资将超过 10 亿美元。其中，绿地控股为第一大股东， 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重点发展与中产阶级
并将全面负责该项目的开发、运营及销售。
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中高端消费业态。随着对于海
绿地认为，跨国投资中，多方共赢是走向可持 外资产资本化的更多尝试，绿地海外的平台的丰富
续的唯一途径，公司奉行的投资原则，一是促进当 性和多样性也在不断地增强。
地经济发展，为上下游行业带来商机 ；二是改善当
绿地的香港上市平台“绿地香港”与科威特王
地就业状况。特别是带动金融、法律、咨询、建筑、 室共同成立目标规模达到 80 亿美金的“丝绸之路
建材等一系列行业和领域的就业。
房地产基金”，该基金将向国际战略及财务投资者收
以美国项目为例，根据 EB5 项目初步测算，绿
地在美国的两个项目投资开发过程中预计将直接创
造约 2 万个就业岗位 ；三是提升当地城市功能。与
国际水准接轨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建成后都将提升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如何融合产业发展？

取多元化的资本资金，藉以投资于世界顶级房地产、
全球主要城市黄金地段的房地产及多元化的地产领
域。
据绿地规划，集团将强化全球经营，多元发展，
到 2020 年企业跨国指数将达到 25% 以上，全面完
成从“中国绿地”向“世界绿地”的重大转变。

“做中国市场的海外延伸”的销售模式，是绿地
进入海外市场初期确保盈利的极佳切入点。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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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以开放生态抢抓全球智能制造战略
（来源 ：太平洋电脑网）

发和后端的销售环节，过去封闭的制造模式已经难
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智能制造转型并不
是单纯的用机器人、自动化设备等改造工厂，而是
实现用户需求与工厂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制
造体系的无缝对接。
而与过去企业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就算是生产、
制造的结束不同，海尔以互联工厂智能制造为中心，
构建起一个共创共赢生态圈，把一次性购买产品的
顾客变成持续参与设计、制造的用户。具体来说，
通过前联研发、后联用户，海尔将用户、设计师、
供应商连接在一起，打通整个生态价值链，让用户
全流程的参与到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物流等
过程中来，把用户从“消费者”变为“产消者”，即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一，真正把用户放在了制造的
中心。
对行业 ：从单打独斗到共创共赢
家电业智能制造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杨海成在
会上表示，智能制造应该是一个工程，也是一个体系，
它不单是一个装备，某一项技术，某一个工厂，要
推动整个制造智能转型我们必须从整个体系性的角
度，系统性的角度，甚至要从行业的角度和国家的
角度跨界的考虑，因为智能制造已经不再是单个企
业的技术创新和企业转型的事情，而是行业乃至整
个国家工业体系升级的一个大的系统层面。从这一
层面看，海尔无疑做出了有益尝试。

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在德
国政府推出的《高技术战略 2020》中，工业 4.0 被
列为未来十大项目之一 ；美国大力推动以“工业互
联网”和“新一代机器人”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战略
布局 ；我国编制的《中国制造 2025》也将工业智
据悉，海尔不仅通过开放体系的全新构建，聚
能化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不难看出，全
合全球顶级的创新资源，通过对用户需求的准确响
球产业正迎来一个智能制造的新时代。而在这样一
场由西方国家发起并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工业竞争中， 应和深刻互动，彻底重塑创新流程，此次又牵头成
立全球家电业首个智能制造创新联盟将所有的资源
海尔代表中国制造走到了前列。
集结到同一个平台上来，整合各自优势共同发力智
9 月 27 日，由海尔集团牵头，联合中国机械工 能制造转型，摒弃了过去依靠自身研发投入、单打
程学会、中国信通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院、清 独斗的生产模式，搭建起一个共创共赢的生态圈。
华大学、中国电信等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了全球家 此外，海尔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工厂向全世界开放，
电业首个智能制造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仅海尔胶州一处互联工厂，今年就接待外界参观访
在 28 日的“智能制造高峰论坛”上，联盟还发布了 问 137 次，共计 3100 人次。
以海尔互联工厂模式输出的国家和家电业智能制造
在全球产业发展进入深度改革的时期，智能制
标准框架体系。在全球工业革命一触即发之际，海
造无疑是中国制造
2025 的主攻方向和重大趋势，
尔不仅依托自己实力积极探索互联工厂制造模式，
在这种趋势下，中国制造企业如何突破升级成为各
成为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领头羊，此次又通过牵头
成立联盟，集结多家智能制造领域方面的产学研资 方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互联工厂为代表
的海尔制造研发系统，无疑已经成为创新型中国制
源，以开放生态抢占全球智造制高点。
造的代表。从行业第一个互联工厂到全球家电业第
对用户 ：从消费者到产消合一
一个智能制造创新联盟，海尔一直在探索并持续引
进入到互联网时代，整个市场的话语体系逐渐 领，为行业向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最佳范本。
转移到用户手中，人的创造性被完全释放出来，而
随着产业发展的中心从企业转移到用户，制造的概
念早已超越了工厂生产本身，一直延伸到前端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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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收购眼纹识别公司 EyeVerify“看一眼就能支付”成现实
（来源 ：搜狐证券）

2016 年 9 月 14 日， 蚂 蚁 金 服 宣 布 收 购 总
部位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生物识别技术创业公司
EyeVerify。 EyeVerify 开发的眼纹识别技术在全球
拥有独家专利，有了这项技术，用户只需举着手机，
在距离脸部 30 厘米左右的地方自拍一张，就能用自
己的眼纹一秒内完成身份验证，解锁手机上的应用
和服务。通过运用这一技术，蚂蚁金服将对用户的
账户安全和数据安全形成更强大的保护。
蚂蚁金服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在部分场景
上使用 EyeVerify 开发的眼纹（EyePrint IDTM）技
术，以提升人脸识别的精准度。蚂蚁金服也正计划
把 EyeVerify 的技术应用于支付产品之外的其他产
品，如旗下的蚂蚁聚宝以及一些保险产品。并且，
蚂蚁金服将来还会利用这项技术来开发针对美国用
户的产品。
EyeVerify 的技术通过扫描眼静脉的纹路来进
行身份识别，并生成一个数字密匙，它的复杂程度
能赶上 50 个字符长度的传统密码。EyeVerify 公司
CEO 和创始人 Toby Rush 表示，“这项眼纹识别技
术的准确率超过 99.99%，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发现
他们再也不需要密码。我们希望通过与蚂蚁金服的
合作，让更多人能享受电子金融服务的便利与安全，
目前我们已经为全球 30 多家银行和科技公司提供眼
纹识别技术。”

“收购 EyeVerify 这样一家在生物识别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的前沿公司，既是我们全球化发展的体现，
同时也会给用户带来更多更优质的体验。”蚂蚁金服
负责风控的副总裁陆杰讯（Jason Lu）表示，
“我们
会把这一技术更快更灵活地应用于中国和印度，还
有接下来我们会进入的其他市场。在不远的将来，
蚂蚁金服希望在全球服务超过 20 亿用户。”
早在 2012 年愚人节，支付宝曾经发布一则新
闻，称将在未来推出“视网膜支付”，四年后的今天，
这一“看一眼就能支付”构想正在变成现实。蚂蚁
金服在愚人节上“吹过的牛”，有一大半已经实现 ：
除了 2012 年的视网膜支付，2014 年的“空付”，
现实版是一年后发布的 Smile To Pay；
2016 年的
“蚂
上”，现实版是 8 月底刚发布的 VR 支付。
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已经在中国大陆以外超
过 70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接入 70,000 多家线
下商户。Uber 在全球超过 400 座城市接受用户通
过支付宝打车及付款。
成立于 2012 年的 EyeVerify 此前获得来自富
国银行、三星电子、Sprint Corp 和中国软件安全
公司奇虎 360 共计 1300 万美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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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集团拟投资 10 亿美元在加州建生物科技产业园
（来源 ：新华社）

中国知名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美国子公司于 8
月 18 日宣布，收购位于美国加州南旧金山市牡蛎湾
的一处滨海地产项目，并计划投资 10 亿美元将其打
造成集办公、科研和休闲一体的生物科技产业园。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表示，旧金山所在的湾
区是全球闻名的创新之地，绿地集团很荣幸能发挥
其在大型地产项目开发中的经验参与到当地建设中。
他表示，更希望将其打造成为美国科技成果输入国
此次收购的牡蛎湾地产项目占地 42 英亩（约 内的窗口和中国在美创业人才的孵化平台，以此推
合 17 万平方米），项目由绿地美国公司与平安信托、 动中美生物科技领域开展研发合作。
雅居乐集团和宝丰资本联合收购，成立牡蛎湾发展
南旧金山市市长马克 · 阿迪耶戈对媒体表示，牡
有限公司运营，绿地美国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并将 蛎湾项目的开发对南旧金山市而言，意味着巨大的
全面负责该项目的开发、运营及销售。
发展机会，在新项目的推动下有信心进一步巩固南
据介绍，牡蛎湾项目开发面积约为 21 万平方米， 旧金山市作为世界顶级生物科技与其他产业创新中
含公共空间与配套休闲设施。新项目将分期进行开 心的地位。
发，在获得南旧金山市政府对街道、公共事业和土
地平整等基础建设改进方案批准后，一期开发预计
于 2018 年中启动，开发面积约 4.6 万平方米。

南旧金山市以生物科技闻名，被称为“生物科
技的发源地”，目前共有 240 余家生物高科技公司
在此落户，拥有 2 万余名科技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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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绿地美国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目前
已启动投资开发“洛杉矶大都会”和“纽约布鲁克
林太平洋公园”两个大型地产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超过 70 亿美元。牡蛎湾项目是绿地集团开发地产之
外，进一步与美国市场在技术、模式、资源等方面
多层次对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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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银行委任戴斌为新任 CEO
（来源：侨报网）

近日，总商会会员国泰银行全资
控股公司国泰万通金控宣布，郑家
发 (Dunson K. Cheng) 先生自 2016
年 9 月 30 日起不再担任金控公司总
裁兼 CEO 及国泰银行 CEO 职务，由
戴斌 (Pin Tai) 先生继任，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郑家发表示，能够服务并领导
国泰是一种光荣与荣幸。他回想到
1982 年加入银行之时，国泰银行总
资产为 1.92 亿美元，在洛杉矶运营
两家分行。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国泰的总资产强劲增长至 130 亿美
元，59 家分行分布在美国 9 个州及
香港，在亚洲还设有办事处。现在是
向新一代才德兼备的同事传递薪火的
时候了。戴斌在国泰银行 17 年的任
职中曾经担任数个关键的管理角色。
他协助国泰银行拓展美东版图，在其
担任首席信贷官期间，他领导信贷团
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相信他将继
续秉持国泰的坚定承诺让客户满意并
增加股东效益。

Mr. Dunson K. Cheng 郑家发先生

戴斌则表示，对此任命深感荣幸，
并对能够服务及领导国泰继续发展感
到兴奋。他指出，郑家发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为国泰未来奠定基础。他将
继续实践严谨的企业文化在此稳健基
础上发展。
国泰首席董事李树滋表示，董事
会对郑家发的领导、贡献及多年来对
国泰的卓越服务深表感谢。他带领国
泰建立了无数里程碑，稳固了国泰的
市场地位。他亦引导戴斌承担他的新
职务，十分期待未来与戴斌合作。
郑家发领导金控公司及国泰银
行 超 过 30 年。1982 年 成 为 国 泰 银
行董事，1990 年成立银行控股公司
时成为公司董事。他于 1984 年加入
国泰银行管理团队，并于 1985 年被
委任为总裁。自 1990 年起，他一直
担任金控公司总裁。1994 年起，他
兼 任 金 控 公 司 及 国 泰 银 行 董 事 长，
2003 年起兼任金控公司及国泰银行
首席执行长。其国泰银行总裁一职于
2015 年 4 月由戴斌接任。
在郑家发的领导下，国泰获得显

Mr. Pin Tai 戴斌先生

著增长，包括在加州及其它地区建立分行网络，成功完
成 9 次兼并和收购拓展版图 ；在亚洲设立办事处及提供
全面服务的分行 ；在加州艾蒙地市设立营运中心等。在
郑家发任期内，企业成立控股公司并在纳斯达克市场上
市。
戴斌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担任银行总裁兼董事职
务。他于 1999 年加入银行为纽约区总经理。2006 年
成为执行副总裁兼东岸总经理，其后于 2010 年担任副
首席信贷官，2013 年升任首席信贷官。戴斌拥有 34
年银行从业经验。加入国泰银行之前，他在中国银行纽
约分行及美国银行在香港、中国的分行工作。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19

会员新闻

万达将购金球奖制作公司估值 10 亿美元 已进入排他性谈判阶段
( 来源 ：21 世纪经济报道 )

“作为好莱坞重大颁奖仪式的制作方，克拉克无
疑是好莱坞和美国娱乐电视的一张名片，拓展了万
达的美国娱乐产业链。”一位美国好莱坞电影制作人
向记者表示。但他同时也表示，目前媒体行业在经
历重大范式变化，以前的奖项转播盈利模式已经受
到了挑战。
在收购了美国顶级院线和最火爆的好莱坞影视
制作公司后，大连万达集团再度将目光投向好莱坞
延伸产业 ：制作金球奖和全美音乐奖等美国顶级
颁奖仪式的制作公司狄克 · 克拉克制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itons，下称 DCP）已经与大连万达进
入收购的排他性谈判阶段。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好莱坞老牌顶级活动运
营商 DCP 的控股股东 Eldridge Industries 发布公
告，称其控股的 DCP 已经与万达集团旗下北京万达
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Beijing Wanda Culture
Industry Group Co）展开排他性谈判，双方共同
的目标是敲定一项双方都满意的交易。
由美国著名电视明星狄克 · 克拉克创建的同名
公司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娱乐名利场的主角。公司旗
下制作许多重量级的颁奖节目，包括好莱坞仅次于
奥斯卡的金球奖、全美音乐奖、告示牌音乐奖、乡
村音乐学院奖、好莱坞电影奖以及狄克。克拉克除
夕夜特别节目等等。

去年晚些时候，古根海姆几乎同时“清仓”了
一系列媒体相关资产，将 DCP 以及一些其他媒体
资产出售给伯利（Todd Boehly）控股的一家公司。
随后，时为古根海姆总裁的伯利辞去这一职务并掌
控新成立的公司 Eldridge Industries.
伯利目前是 Eldridge 的首席执行长，也仍服务
于 Guggenheim 执行委员会。
然而，Eldridge 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已聘用
了几位银行家对其在传媒公司中的持股进行战略性
评估。
连续两年的出售潮是否表示这一制作公司并
没有真正的增长？金球奖今年吸引了 1，850 万观
众， 而 2016 年 公 告 牌 音 乐 奖（Billboard Music
Awards） 吸 引 了 约 960 万 观 众，2015 年 全 美 音
乐奖吸引了约 1100 万观众。选美比赛“美国小姐”
（Miss America）是另一个由 DCP 运作的活动，也
拥有数百万美国国内观众。
考虑到像艾美奖（Emmy Awards）
、金球奖和
奥斯卡奖（Oscars）这样的大型颁奖典礼今年的收
视率都有所下降，以及电视收视率整体出现下滑，
押注由 DCP 拥有的现场直播节目品牌存在一些风
险。例如，金球奖今年的收视率同比下降了 4.2%。
对好莱坞野心无止境

如 果 协 议 达 成，DCP 将 成 为 王 健 林 影 视
“作为好莱坞重大颁奖仪式的制作方，克拉克无
疑是好莱坞和美国娱乐电视的一张名片，拓展了万 帝 国 中 的 最 新 一 员， 之 前 他 已 收 购 了 连 锁 影
达的美国娱乐产业链。”一位美国好莱坞电影制作人 院 AMC 娱 乐 控 股 公 司（AMC Entertainment
向记者表示。但他同时也表示，目前媒体行业在经 Holding Inc.，AMC） 和 电 影 制 片 公 司 传 奇 娱 乐
。
历重大范式变化，以前的奖项转播盈利模式已经受 （LegendaryEntertainment）
到了挑战。
万达集团对好莱坞的野心似乎没有止境。今年
年初，万达集团以
35 亿美元收购了传奇娱乐，后
目前，商谈仍处于初期阶段。报道显示，目前
者制作的暑期热卖影片包括《环太平洋》
（Pacific
可能的价格为 10 亿美元，但双方在估值方面仍存在
Rim）
、
《
哥
斯
拉
》
（Godzilla）
和《
侏
罗
纪
世界》
分歧。
（Jurassic World）
。
2012 年仅售 3800 万美元
在此之前，王健林于 2012 年斥资约 26 亿美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DCP 希望以 10 亿美元的 收购了美国第二大影院运营商 AMC 娱乐控股公司，
估值出售给一位中国买家。但根据福布斯报道，此 他目前正寻求收购 Carmike Cinemas Inc.（CKEC）
，
前古根海姆对公司的收购价仅为 3800 万美元。
如果交易成功，万达集团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影院运
美国的电视娱乐产业是否如此值钱？其品牌价 营商。此外，王健林还同意以 6.5 亿美元收购欧洲
值是否值得数十倍的溢价？
最大连锁影院 Odeon & UCI Cinemas Group。
凭借其超高人气，号称为永远不老的美国青年
狄克。克拉克在 1957 年创建同名的公司，一直到
2012 年去世才转手。在转手之后，公司被古根海姆
投资公司（Guggenheim Parnters）接手，一度被
认为是炙手可热的媒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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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集团在上周宣布的另一项交易中表示，该
公司将携手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Inc），以帮助后者在中国营销电影。
根据协议，万达集团将利用其票务平台和娱乐场所
来向中国电影观众推广索尼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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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出席中加经贸论坛
( 来源 ：中国经济网 )

总商会会员安邦保险集团董
事长吴小晖出席中加经贸论坛阐
述国际投资战略
9 月 23 日， 第 六 届 中 国 —
加拿大经贸合作论坛在蒙特利尔
举行，美国中国总商会会员安邦
保险集团董事长兼 CEO 吴小晖参
加，并参与了题为“拓宽合作领
域与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专
题讨论。
“我们内部有一个严格的投资
原 则， 回 报 不 能 低 于 10%。” 吴
小晖在讨论中表示，安邦在进行
国际投资时会从选择成本和效益、
综合成本和效益、财务成本和盈
利三个角度来考虑。
以下是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
兼 CEO 吴小晖在“拓宽合作领域
与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专题
讨论上的发言实录 ：
吴小晖 ：非常高兴在蒙特利
尔这么美丽的城市参加这样一个
论坛，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安邦
保险集团。安邦是一个以客户为
中心的公司，拥有 3900 万客户，
主要业务在亚洲、在中国，99%
的投资在中国，但是我们的业务
在欧洲、亚洲、北美也有广泛开展。
我们公司的特点是关注客户的感
受。今天加拿大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投资机会。加拿大是一个法律
健全的国家，加拿大人特别友好，
我们有很多加拿大的老朋友，英
国的央行行长都来自于加拿大。

还没有完全开发，有很大市场机遇。加拿大和中国之间投资贸易总额
约 600 亿加元。对 13.7 亿的中国人来讲，每人大概跟加拿大发生 50
加元的贸易，其中蕴育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只要每个中国人跟加拿大
多吃一顿饭，贸易额就能翻倍。加拿大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包括今天
谈到的投资和贸易新机遇。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存量，一个是
增量。
今年特鲁多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媒体报道说菜单上有加拿大的
龙虾。加拿大很多龙虾都游到中国去了，随着中加贸易的发展我相信
将来有更多的加拿大龙虾游到中国去。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加合作也有
广泛的前景，加拿大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中加两国有传统友谊，我们这代人早就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
大夫的故事。加拿大跟中国之间天然的友好联系，本身的市场也很大，
再加上中国今天有推动实现“中国梦”的大的经济发展背景，并在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中国本身的市
场也非常巨大，并有一定的产业优势，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从不
同层面、不同角度都能看到中国的投资机会。中国的市场是多层面的，
在中国你能看到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上海，但到西部偏远地区还有很
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投资机会。所以加拿大的企业也可以到中
国不同的城市根据自己的产品特点跟中国结合来寻找投资机遇。我们
看到加拿大有巨大的商业机会，当然我们重点市场还是中国，但与加
拿大也有很大合作空间。

我们进入加拿大市场后会帮
助第三方客户和我们资产管理公
司的客户在加拿大投资在一些有
稳定现金流的产业。这是我们整
主持人 ：吴小晖先生，请您谈一谈安邦在国际发展战略方面主要
体战略布局的一部分，也是我们
对客户的承诺。加拿大是一个巨 考虑哪些因素？
大 的 市 场， 有 非 常 丰 富 的 资 源。
吴小晖 ：安邦在进行国际投资时会从三个角度来考虑。
加拿大非常美丽，我看了名为《飞
第一个，我们首先考虑选择成本，选择的效益，投资的总额，考
跃 加 拿 大 》 的 电 影， 看 了 三 遍。
虑投资的地点和具体的项目。我们会对项目进行严格的比较筛选。投
很多人看了这个影片都爱上了加
资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我们会讨论再进行选择，这是我们决策的
拿大了。
第一关。
加拿大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和
确定项目所在的地区、行业，及投资金额后我们还会看它能否带
中国公司对接，对中国企业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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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稳定的收益，是否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和较好的
安全性。我们投资的项目都要符合这三项要求。这
是我们投资的前提。

效益、综合成本、综合效益，以及财务成本、财务
效益。我们做正确的事，不断重复地做正确的事，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业务有序健康的发展。

第二个，我们考虑综合效益。大型企业一般会
考虑社会价值。比如说安邦，我们围绕着人的行业
投资，包括养老、医疗、地产。我们重视投资项目
的社会综合效益，有些项目即便盈利前景很好我们
也绝不会投。我们也很重视在环保、绿色能源等领
域的投资，投资了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制造商。

主持人 ：吴先生，希望您对以后中加合作的一
些新的契机做一个简单概括。

第三个，我们要看盈利。对私营企业来讲，没
有盈利将无法生存。所以，我们的投资首先考虑成
本和回报，这也是每一个企业家必须考虑的。当然
我们也会考虑客户、员工和投资人的感受，社会监
管的态度。我们内部有一个严格的投资原则，回报
不能低于 10%。我们会选择长期的资产配置，比如
VIVAT 投资的德国国债带来了可观效益。安邦的资
产配置会根据每个市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会因此提高，
人民币也就没有了贬值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以波
浪式推进的，不能仅仅看这一浪，从长远的眼光看，
人民币有升值潜力。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
信心，也看好人民币的升值潜力。今天你投资中国，
如果是长期投资，不但能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还能得到未来货币升值带来的利益，所以我坚决看
好中国经济发展。

吴小晖 ：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强劲动力，
因为中国有 13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一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中国人的手机都很新，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
人喜欢创新的东西和新事物。中国人也非常勤奋，
我们一定要考虑投资的综合效益，因为最终社 在任何一个沙滩晒太阳的中国人都很少，但在很多
会评价我们是不是一个“企业公民”，有没有尽到 公司里中国人都会勤奋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中国
地球公民、社区公民的责任。安邦国际化的过程中， 人既勤奋又喜欢创新，证明老百姓有积极性，再加
我们依靠的是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市场上完善的 上政府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中国经济一定会持
法律环境。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 续稳定的发展。有人担心中国的经济，我觉得是多
经验，比如在欧洲去年以象征性的 1 欧元收购了荷 虑了。中国有 13 亿人口，又是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
兰 VIVAT 保险 ；在安邦的帮助下，VIVAT 半年就扭 国家，对资本有强劲的需求，这可以持续支持中国
亏为盈，今年上半年盈利 43 亿人民币。这表明中 的发展。目前可以肯定地说，不用怀疑，投资中国
国企业今天不但有资本输出的能力，也有输出管理、 一定会赢。
技术的能力。此前，VIVAT 的理赔要一个月，而在
第二，中国经济，包括人民币，在今后 30 年内
中国安邦的客户通过手机 APP 理赔最短只需要 16 仍有升值潜力。中国有 13 亿人口，又非常重视教
分 22 秒。VIVAT 通过引入安邦设计的 APP，让理 育，每一个人素质都在提升。人口素质提升以后就
赔时间大大缩短。这个新技术的运用提升了用户体 会体现在产品中，无论硬件还是软件，中国的产品
验也增加了企业的综合效益。
的品质会不断提升。人口素质的提升也会带动人们

我们基于上述三个原则，重视选择成本、选择

华讯网络有限公司入围 IDC 2016 年全球金融行业科技公司百强排名
IDC 近期发布 2016 年全球金融行业科技公司百
强排名（IDC Financial Insights FinTech Rankings
Top 100），华讯排名第 67 位。本次百强排名，中
国共入围三家公司，华讯是唯一一家 IT 基础架构服
务商。
IDC Financial Insights FinTech Rankings
Top 100 由全球著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国际数据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评选公布，IDC
在 IT 领域的市场跟踪数据已经成为行业标准。该榜
单每年汇集了年度全球顶级金融科技企业，它根据
财年总收入、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相关业务的收入来
评估，数据具有权威性和高含金量，是全球金融机
构选择金融科技企业的重要依据。

22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会员新闻

中兴程立新 ：中资企业海外拓展 强大实力与谦逊胸怀需兼具
（来源 ：侨报）

在李克强总理率团出席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并
对加拿大、古巴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美国中国总商
会常务理事、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北美首席执行
官程立新接受记者采访，就李克强此次出访对中兴
通讯在北美地区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中兴通讯
在北美地区的主要布局发展战略等问题阐述相关看
法。
中兴将积极落实李克强总理高访成果 持续加大
在北美地区的投资力度
程立新认为，李克强总理此次率团出访将有益
于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中兴通讯
1998 年开始就在北美地区开始进行业务拓展，至今
已有 18 年之久，中兴通讯的手机业务目前在北美地
区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 10%，稳稳地占据了
第四名的位置，可以说是中资企业高科技品牌在北
美地区做得最好的。
这次李克强总理所倡议的《中国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将会对如中兴这样已经
走出或即将走出国门的中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双边或多边交流必然会增进彼
此之间的互信和理解，形成双赢或多赢的局面，并
对已有海外拓展基础的中资企业带来鼓舞和支持。

中兴一直把北美地区作为战略市场和品牌高地，因
而会持续加大在北美地区的投资力度。中兴将密切
关注此次李克强总理访问之后所达成的一系列成果，
积极推进和落实各项成果。
中兴通讯不仅在美国发展得很好，事实上，中
兴通讯自 2005 年以来长期致力于加拿大市场的发
展，平均每年有 3000 万美元的投入 , 同时通过赞助
加拿大 Canadian Open 高尔夫公开赛以及加拿大
体育明星多伦多枫叶队冰球队左边锋 Joffrey Lupul
等，回赠用户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中兴通讯与加
拿大所有本地运营商都已经展开合作，同时打开了
Walmart、Bestbuy、Staple 等零售渠道。中兴通
讯目前是加拿大最成功的中国手机厂商，过去三年
里市场份额翻了一倍，Android Tablet 的市场占有
率达 20%，排名第一。
中资企业要成世界强者 强大实力与谦逊胸怀需

兼具

程 立 新 指 出， 中 兴 通 讯 近 日 正 式 对 外 发 布
M-ICT2.0 白皮书，进一步具体界定了公司面向未来
的战略方向。重大变革集中体现在五大方向 ：虚拟
Virtuality、 开 放 Openness、 智 能 Intelligence、
云 化 Cloudification 和 万 物 互 联 Interne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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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thing，概括为 VOICE。中兴通讯会在此发展
战略的指引下，继续不断扎根和回馈社区，与北美
地区的合作伙伴加强合作，促进全球 IT 行业的健康
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研发创新
一直是中兴通讯的内在核心驱动力，依据联合国下
属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从
2011 年以来，中兴通讯的专利数量一直稳居全球所
有公司的前三名。这就表明中兴在研发和创新方面
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样的成绩源于中兴一直坚持
的 ACW（北美、中国、全球）模式。中兴同时与
北美地区的 3000 万客户不断加强互动沟通，下大
力气让客户可以参与到中兴的产品创新和设计之中，
得到美国广大用户的热情支持和北美科技媒体的关
注。

创新的前列，但如果现在就说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
模仿中国同行，就说得有点过了。比如，姚明可以
进入美国 NBA 名人堂，与中国企业未来在世界得到
公认有类似之处，中资企业一定要能够做到在自己
相关的领域以实力赢得优势，同时要以谦逊和睿智
的胸怀去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兴的立足点依然
是中国和美国，同时可以辐射全球，这样才可以成
就世界强者的地位。
程立新认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将更加融合，今
后将不会存在一个纯的中国公司或一个纯的美国公
司，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创新的热点，一个企业只有
在中国和美国都取得成功，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
级的有竞争力的企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据消息人士独家透露，
《纽约时报》最近刊发报道认为中国此前一直 为使李克强总理及代表团在北美地区的高访活动得
追随着硅谷的足迹，但是在智能手机逐渐普及之后， 到通讯保障，此次代表团使用的手机是中兴通讯出
中国移动技术已处在全球的最前沿，如今是美国经 产的 AXON 天机。
常在模仿中国的技术。对此观点，程立新表示，虽
然以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确实走在了全球

央视北美分台《FULL FRAME》原创纪录片获艾美奖“杰出杂志类故事奖”
（来源 ：CCTV News）

9 月 21 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
院（ATAS）电视艾美奖颁奖典礼上，央视北美分台
《FULL FRAME》节目的原创纪录片《Jen Bricker:
When“Can’t”is a Four-Letter Word》获得艾美
奖杰出杂志类故事奖。这是央视北美分台第二次获
得艾美奖提名，首次获得奖项。美国中国总商会热
烈祝贺央视北美分台！
《FULL FRAME》 由 央 视 北 美 分 台 著 名 主 播
Mike Walter 主持，聚焦文化、社会活动和事件，
每周六晚 7-8 点在央视新闻频道（CCTV News）播
出。本次获奖的纪录片《Jen Bricker: When“Can’
t”
is a Four-Letter Word》讲述了天生没有双腿的 27
岁杂技演员 Jen Bricker 打破常规成为体操冠军，又
继续新的挑战，成为一名舞者的励志故事。
央视北美分台负责人麻静称 ：
“艾美奖是对央视
北美分台致力于在美国市场制作高品质节目这一承
诺的肯定。”
值 得 一 提 的 是，《FULL FRAME》 节 目 主 持 人
Mike Walter 也 是 美 国 中 国 总 商 会 2014 年 会 和
2016 年会的主持人，其亲切风趣的主持风格深受
现场嘉宾的喜爱。他还曾做客总商会“Lunch and
Learn”系列活动与总商会团队分享如何与西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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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良好有效的合作关系。总商会诚挚感谢央视北
美分台及 Mike Walter 先生的友谊关怀和支持鼓励，
并祝愿他们工作更上一层楼！
《 全 景（FULL FRAME）》 播 出 时 间 央 视 新 闻 频
道（CCTV News） 美 东 时 间 每 周 六 晚 7-8 点， 欢
迎 各 位 收 看。 往 期 节 目 请 参 见 ：http://www.
c c t v - a m e ric a .c o m /c a t e g o r y/f ull- f r a m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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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收购好莱坞”引争议 美议员担心将成“政治宣传”
（来源 ：环球时报）

大连万达集团要收购美国著名电视制作公司迪
克 · 克拉克工作室的消息，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惊
奇，从收购美国第二大影院运营商 AMC 到收购传
奇影业，还有在国内快速建成的 5 个万达文化旅游
城，这家中国房地产巨擘的业务转型已上不了头条。
不过在美国，这条新闻 27 日占据了多家媒体对
华报道的醒目位置，“万达集团对好莱坞的野心似乎
没有止境”，《华尔街日报》说。据悉，本月有 16 名
美国议员联名向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写信，要求对

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娱乐业进行“更严格审查”，理由
是担心“中国可能对好莱坞电影进行审查和政治宣
传”。
令美媒不安的还有，万达准备 2020 年在国内总
共打造 15 个主题公园，
以“群狼”战术与迪士尼竞争。
27 日，万达集团工作人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公司尚无可对外发布的关于收购案进
展的信息。

海航实业将花 1.4 亿美元收购 8 个美高尔夫球场
（来源 ：中国证券网）

据外媒 11 日报道，海航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NA Holding Group Co.，0521.HK，简称 ：海航
实业股份 ) 已同意斥资 1.3747 亿美元收购美国华盛
顿州的八个高尔夫球场。目前该公司正寻求扩大在
海外的投资组合。

企业集团海航集团 (HNA Group) 的子公司。

该公司周二表示，已同意从一个卖家集团收购
八个高尔夫球场，总占地面积为 1，887.32 英亩（约
合 764 万平方米），可提供总计 180 个球洞，并配
有会所和各种便利设施，该公司将通过内部资源和
外部债务为收购交易融资。该公司是中资航空休闲

海航实业股份表示，该收购交易使其能够通过
与经验丰富的北美高尔夫俱乐部管理集团进行合作
来加强产品组合和开发。海航实业股份目前在中国
南部城市东莞市运营有一个高尔夫度假俱乐部。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海航实业股份计划将这些
高 尔 夫 球 场 租 赁 给 Oki Golf Management LLC，
期限为五年，年租金为 710 万美元。Oki 是这些高
尔夫球场运营商的一个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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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财富》“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发布 美国中国总商会 20 家会员上榜包揽前三名
10 月 11 日，《财富》杂志发布 2016 年“最受
赞赏的中国公司”，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
会）会员阿里巴巴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海尔
集团包揽前三名。此外，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重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联
想集团有限公司、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国家
电网公司、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20 家总商会会员
跻身前 50 强。总商会对全体上榜会员表示热烈的祝
贺！

这份榜单充分反映了总商会会员企业的强大
软实力。在本年度的评选中，《财富》通过网络向
35,000 名中国企业管理人发放问卷，请受访者按照
以下 9 项标准为 294 家中国公司打分 ：1. 产品和服
务的地位、2. 长期投资价值、3. 公司资产的合理利
用、4. 创新能力、5. 管理质量、6. 财务稳健程度、7.
吸引和保留人才的能力、8. 社会责任、9. 全球化经
营的有效性。然后，综合评选出前 50 名中国公司荣
登此“全明星榜”。
总商会再次祝贺上榜会员企业在经营管理、海
外投资、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取得的佳绩，并祝愿全
体会员企业再上一层楼！

海航集团将以 100 亿美元收购 CIT 的飞机租赁业务
（来源 ：彭博环球财经）

并购市场频频出手的海航集团同意以 100 亿美
元收购 CIT Group Inc. 旗下的飞机租赁业务，其亿
万富豪董事长陈峰将掌控最大的中资租赁机队。

在此之前，海航集团今年已经宣布了超过 100
亿美元的收购交易，进一步扩大其囊括机场、航空
公司和酒店资产的旅行和休闲业务。中国有望在 20
海航集团周四公告称，旗下的 Avolon Hold- 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 ；包括中国在内，亚
ings 将组建一个拥有 910 架飞机（价值超过 430 亿 太地区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刺激了航空旅行需求，
美元）的租赁业务。该交易计划明年第一季度末完成， 促使航空公司壮大机队，而市场竞争则让票价更加
亲民。
但有待监管部门和股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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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项目首次亮相联合国总部
( 来源 ：中国网 )

当地时间 9 月 30 日上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主办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5》发
布仪式暨“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项目推介活
动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中国常驻联合国使团公使衔参赞罗津在参会致
辞中说，全球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引擎，有助于创造就业、增进福利和促进包容性增长。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逐渐增加，对促进当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项目是由联合国开 地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少中
发计划署、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 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同时，也积极从事社会公益工
共同发起，旨在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2015 年，联合国制定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
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与国际社会和谐共赢发展的项 议程》。议程的落实需要发挥联合国、成员国政府、
目。该报告是由上述三方共同撰写，首份面向国内 企业、学术机构等多方面的作用。希望中国企业在
外发布的详细介绍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情况的 海外投资取得平稳、健康发展，通过他们的经营活
动和社会公益活动为东道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
报告。
社会效益。国际社会应继续合作，开展对话，以维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做开幕致辞。他指出， 护开放、有益的投资政策环境。
该报告因为以下两点而具有特殊价值。首先，它有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处长、研究员张金城作
助于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海外运营影响方面的
为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和首席专家
误解。其次，它还标志着对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
展成效进行持续讨论与合作的开端。报告获得了国 介绍了项目的主要内容、当前进程和下一步工作。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已经在多种高端活动上进行 他介绍说，该项目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唯一与中国
了展示。作为创新、投资和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驱 合作的、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这
动力，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和推进联 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总部发布该类报告。通过项目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可以帮 的推动以及报告的发布，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
助释放市场的潜力，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将利 企业的正面了解，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
润驱动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及实践相结合，为整个 社会，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及可持续发展。今后，
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同时，伴随着更高的标准和 每年都将发布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
要求，国际社会已经表现出对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 2016 年度报告将围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发展越发浓厚的兴趣。因此，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在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表现，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改善海外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建立更加和谐的劳 展目标为重点进行撰写。项目将充分发挥国际资源
动关系、以及加强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等方面的挑 网络优势，选取重点区域和国家，为中国企业在海
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坚定地相信中国企业在全球 外提供可持续发展咨询与解决方案。项目将建立开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并时刻准备着为全球 放式工作机制，汇集各方智慧，在致力于提升中国
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时，也让更多国家分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持续的支持与合作。
享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成果与经验，推动中国
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慎海雄到会致辞。他 企业同东道国一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增进与所
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杭州峰会上表示，中 在国利益共赢的联动，打造经济增长共赢链，推动
方希望同各方一道，建立创新、开放、联动、包容 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
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 经济治理，为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普惠共赢做出
衡、包容增长之路。报告的发布正好契合了习主席 贡献。
提出的这一发展愿景。广东重视与海外的信息沟通
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机械设备
和文化连接，重视发挥媒体大省、互联网大省的优势，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商询科技、长江商学院等企业
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当前，许多广东
企业正在以“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融入世界 和学术机构的代表围绕“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可持续
各地的发展，相信他们将为所在国的繁荣和中国企 商业，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主题进行
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广东将更加关注 了专题讨论，分享了企业在经济、社区、环境及公
三方发起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项目”，期待 司治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与面临挑战，共同探
能够借助三方所搭建的海外传播平台为广东企业“走 讨解决方案。
出去”提供鼎力支持，并期待着有机会在广东举办
来自联合国组织、中外企业、学术机构、社会
类似活动。
组织及国内外媒体的代表近 200 人参加了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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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来源 ：新京报）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纽约
华尔道夫饭店与 17 位美国经济金融界、智库、媒体
重要人士座谈，第一个向中国总理提问的是基辛格
博士。30 多年前，邓小平访美期间，就用茅台酒招
待过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

略相衔接，中国倡议不能替代对方国家自身的发展
倡议。

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和 IBM 总裁兼 CEO 罗
睿兰都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罗睿兰说，我知道李
总理坚定支持打造创新政府，而且中国政府正在推
李克强对几位参会者就中国经济改革、经贸合 进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建设，但这方面对外国企业参
作、人文交流、地区安全等方面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 与有一些限制，请问中方是怎么考虑的。
他说 ：
“中美不仅有稳定的政治关系，而且有密切的
李克强给在场的美方人士吃了一颗“定心丸”。
经贸关系。中国的改革会不断推进，开放的大门会 他说，关于中美投资关系，美方总会有一些企业家
越开越大。”
抱怨，这也很正常。现在美国在中国投资就达 700
已经打开的大门不可能再关上

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一带一路”。他希望
了解这一战略设想如何向前推进。李克强说，“一带
一路”的关键词是“丝绸”，丝绸意味着通商，意味
着在和平稳定环境下交往，意味着“是商品的交往
而不是士兵的搏斗”。
李克强强调，中国提出的这一倡议有个很明确
的原则，即中方倡议一定要和对方国家自身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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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因此难免会发生一些小问题。但我在这里想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表态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
大！我们正在和美方进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 负面清
单的 BIT 谈判，这本身就向两国企业界发出一个中
美相互投资稳定向好的积极信号。

三年多来，中国本届政府下大力气推进简政放
权的改革，放松管制，仅外资限制类投资项目就砍
掉了一半，并且还将继续缩减。“请你们相信，中国
体量很大，改革是渐进式的，在某些地方和行业难

中美经贸新闻

免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开放的大门必定会越开越
大，已经打开的大门就不可能再关上。”李克强坚定
地说。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额下降 13%，地缘政治冲
突此起彼伏，难民问题加剧，恐怖袭击时有发生。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
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一个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
陶氏化学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CEO 利伟诚担心， 能够保持平稳增长实属不易。”李克强说，“我可以
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反对全球贸易的势头正愈 明确说，今年 3 季度乃至下半年，中国经济会继续
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
演愈烈，恐惧心理影响到中美两国 BIT 谈判。
中国经济如何能在转型发展中保持中高速增
李克强首先明确了一点 ：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坚
长？李克强给出的解答是
：一方面改造提升传统产
定维护者，始终主张在 WTO 框架下推动贸易自由化、
业，淘汰消化落后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新
投资便利化。中国的这个主张绝不会改变。
经济、新动能。
他追溯道，全球化来源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李克强说 ：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最早的受益者是英国，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近些
服务业占
GDP
比重已超过 50%，而且还在继续保
年来中国也是主要受益者之一。全球化带来的是利
持增长势头。
”
益的分享，各国比较优势会充分发挥，人们的生活
才会更加美好。但就像任何事物不可能只有利没有
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在美国投资、从美国进口
弊一样，全球化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使某些人的利益 商品，至少给美国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中国
受到一定损害，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呼 经济持续增长，也会给美国经济、就业带来积极影响。
声。这不过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曲折而已。全球化、
2 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开放？
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乃是历史潮流。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李克
“我们需要理性处理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弊端， 强明确表示 ：根本上是靠改革开放。
但我们不会因噎废食。”李克强强调，“中国正积极
“30 多年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
推动与美国的 BIT 谈判，这本身就表明我们继续推
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立场。中方已经在两 现在我们仍然要依靠改革开放。近年来，中国推动
年内三次改进报价，现在我们期待的是美方也要做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今，中国每天新诞生企业已
出相应安排。”
经达到 1.5 万个。”总理说。
李克强回应美国工商界三大关切
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另一个明证，是本
走在通往华尔道夫饭店宴会厅的过道上，李克 届政府削减了 40% 的审批事项，将外资进入中国投
强向基辛格提了一个小问题 ：45 年前，你在秘密访 资审批事项砍掉 50%，并将绝大多数审批改为备案。
华的飞机上想的是什么？“基辛格博士没有告诉我
“我经常收到美国企业家给我的来信，抱怨有些
他神秘的想法。但他对我说，当时美中贸易额几乎
地方的营商环境不佳。但同时，我也收到美中贸易
为零。”在晚宴致辞的开场白中，李克强提起这段对
话，“我想，那个时候他或许也估计不到，45 年后， 委员会的报告，从去年到今年，在华美国企业盈利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会达到全世界贸易总量的 1/5， 面达到 90% 以上，而且今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投
资增长了 1.2 倍。”李克强说，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
中美经济总量加起来能够占全球的 1/3。”
双方贸易额、投资额几乎为零，那时当然没有经贸
这一组数字是中美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证明， 摩擦。现在，我们的贸易投资额如此巨大，难免会
也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体现。事实上，李克强总 有一些矛盾，然而这绝不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理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晚出席的这场活动，也可看
3 中国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吗？
做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拥有 109 年历史、
曾邀请多位美国总统和杰出外国领导人演讲的纽约
美国舆论中有一种声音，担忧中国经济总量与
经济俱乐部，把中国总理作为最重要的座上宾，与 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时，美中关系该如何相处。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起举 针对这种不必要的担忧，李克强指出，美国作为世
行 1000 多人出席的盛大宴会，以示欢迎。
界最大发达国家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
李克强随后的致辞，回应了美国工商界对中国 状况，将会维持很长历史阶段。即便中国经济总量
经济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 ：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 接近美国，人均 GDP 仍与美国相差甚远。
陆”？中国会不会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会坚持和平
李克强最后强调，中国 30 多年来取得巨大经济
发展道路吗？
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
边环境。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己所不欲，
1 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勿施于人。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因此中
今年 8 月，中国经济刚刚以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国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
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被诸多境外媒体解读为“中
国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李克强在致辞中表示，当前
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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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亿美元收购爱励，忠旺进军美国车用铝板市场
（来源 ：汽车商业评论 )

又一则中国汽车零部件公司跨国收购的案例。
本周一（8 月 29 日），中国铝业巨头刘忠田旗
下公司——忠旺美国，宣布将斥资 23.3 亿美元收购
美国铝业公司爱励（Aleris）。

江苏镇江的爱励工厂主要负责航空业的铝挤压产品
生产，是庞巴迪公司、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的授权
供应商。

2014 年，爱励宣布投资 3.5 亿美元用于扩建肯
塔基州路易斯波特市的轧铝厂，主要为美国汽车制
据悉，忠旺美国将支付爱励 11.1 亿美元现金，
并承担其 12.2 亿美元的净负债，预计于 2017 年第 造商生产车用铝板。扩建后年产能预计达 20 万吨，
计划于 2017 年完成首批交付。如今，这一扩建项
一季度完成对爱励的收购事宜。
目正在进行当中。
这是自中美铝业贸易紧张气氛加剧以来，中国
忠旺美国则是一家投资公司，与中国忠旺同为
铝业公司在美国市场最大一笔交易。
忠旺国际旗下子公司。忠旺美国最大的股东为忠旺
近年来，随着汽车行业逐渐向轻量化发展，北 中国创始人刘忠田，根据福布斯提供的数据，其个
美市场对轻质铝材料的需求正在日益增大。目前， 人净资产达 31 亿美元。
许多美国汽车制造商，如福特都开始在汽车中使用
中国忠旺为全球第二大铝挤压产品制造商，产
铝材。铝比钢要轻，可以减轻汽车和轻型卡车的车
品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机械工程和电力能源等领
身重量，从而提高汽车行驶里程，减少排放。
域。近年来，中国忠旺投资发展了高附加值铝压延
忠旺美国预言，汽车铝加工领域将会是汽车行 材项目，主要生产高端铝挤压产品。最近中国忠旺
业下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轧铝厂，用于生产车用铝板。
自 2010 年脱离破产后，爱励公司股权为橡树
中国忠旺曾表示，“欧美市场在工业铝挤压产品
资本、阿波罗管理公司等投资公司持有。爱励在美 的应用上主要是一些高端的、领先的产品，它对于
国、欧洲和亚洲均设有工厂，主要为航空业、制造业、 判断国内市场产品走势及研发有着非常好的指导作
汽车行业和国防工业等领域提供铝加工制品。设在 用。”怀着这样的理解，中国忠旺很早就试图扩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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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海外市场。
但对于来自中国的铝挤压产品企业，大洋彼岸
的美国一直充满了敌意，美国上游冶炼厂和下游挤
压厂均认为中国政府的补贴压低了国际铝挤压制品
的价格，引发了不公平的竞争。
2009 年，上市不久后的中国忠旺便遭到了美国
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
2011 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铝型材企业作出裁
定，向中国忠旺出口美国的部分铝型材征收征收高
额反倾销关税与反补贴关税。
2015 年，做空机构 Dupre Analytics 发布的一
份报告中捏造了对中国忠旺的多项指控，但均遭到
中国忠旺否认。随后，美国铝挤压材协会要求美国
政府就报告内容展开调查。
不过，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否决了该协会的要
求，并于 2016 年 6 月撤销了此前针对中国忠旺的
反倾销决定。

投资者的股权转变，能让爱励更加专注于美国汽车
市场和中国航空市场的长期投资，而无需担心公司
下季度的业绩。
斯塔克称，“这笔重大的投资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进入美国市场”，“但爱励的定位并没有改变，我们
支持公平竞争环境下的自由贸易”。
刘忠田也在讲话中提到，爱励是一家“定位非
常明确的公司，能准确地抓住全球的需求趋势”，
“爱
励优秀的管理团队是我们此次投资的原因之一”。忠
旺美国相关负责人表示，“交易完成后，爱励现有管
理团队将继续管理公司并贯彻执行公司的策略”。
有关此次交易可能给双方带来的影响，中国有
色金属协会副会长文献军表示 ：
“从双方签订的收购
协议来看，收购完成后，极有可能保持双品牌并行
的模式，即忠旺国际旗下同时拥有专注于航空航天
等高端铝压延产品的爱励品牌，以及专注于铝挤压
及深加工产品的忠旺品牌。”

文献军认为，这一策略一方面让爱励能够继续
凭借其在国际上的良好品牌形象，拓展更多高端市
场 ；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忠旺继续巩固其在铝挤压
爱励公司 CEO 西恩·斯塔克（Sean Stack）表示， 领域的龙头地位，并向全球市场拓展。
这一并购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从私人资本向战略
此次对爱励的收购将成为忠旺全球发展道路上
的重要里程碑。

保利协鑫 10 亿收购美光伏企业
（来源 ：中国环境报）

多晶硅制造企业保利协鑫近日宣布，以 1.5 亿
美元（即 10 亿元人民币）的全现金方式收购欠下巨
额债务的美国光伏巨头 SunEdison 的部分技术、资
产。收购一旦落地，意味着保利协鑫可加强单晶硅片、
多晶硅等两大技术、制造领域的战略，也将继续巩
固保利协鑫在多晶硅材料上的全球领先地位。

面的裨益 ：增加电子级颗粒多晶硅的产能，利用
SunEdison 公司直拉单晶技术来大幅改善其单晶硅
片生产中的拉晶效率，降低多晶硅及单晶硅片的生
产成本。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笔收购目前还要看 10 月
以前是否有新的出价者，此外还需经过美国司法部
此次，保利协鑫购入的相关资产及股权有 4 项 ： 反垄断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SunEdison、SunEdison Products Singapore（下 及商务部的批复，新加坡相关部门也要同意。因此，
称“SunEdison 新加坡”）、MEMC Pasadena 以及 此项交易并未最后敲定。不过，与 SunEdison 的电
Solaicx，后三者为 SunEdison 的子公司。
站资产有诸多购买者不同，目前愿意购买硅片技术
有媒体曾报道，保利协鑫此次买入 SunEdison 的企业也并不多，因此，双方合作的成功率不小。
公司的资产、股权等，主要看中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表示谨慎乐观的态度。他
一，卖方所拥有的专利硅烷流化床技术、工厂及设 认为，保利协鑫近年来动作频频，扩张速度过快应
备。其中，SunEdison 新加坡拥有了韩国 SMP 公 仔细评估风险。目前，全球光伏市场前景，没有一
司 663 万 股（ 即 SMP 发 行 在 外 股 份 约 65.25%）， 个特别明朗的市场形势走向，光伏主要市场欧洲随
因此保利协鑫也通过未来的收购一同购入。SMP 正 着装机容量的逐渐饱和以及支持政策的逐渐退出，
在建设多晶硅生产线，去年建成投产，但还未达产。 市场将走向衰减，而新兴市场如美国、日本存在不
第二，技术升级后的第五代专利 CCZ 拉晶技术专利 确定性。同时，作为新兴市场的中国，目前的市场
及生产线。
尚未打开，且政府的补贴政策不能及时到位，西部
业内人士分析，收购将会给保利协鑫带来几方 的弃光限电等因素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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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市场热闹无比 腾讯阿里争锋
（来源 ：钛媒体）

巨头的一举一动，从来都不是小事。最近三个
月内，腾讯有两笔投资，颇值得玩味。

包括腾讯云在内，对于很多主推自己云平台的
公司，OpenStack 是一个靠谱的补充。一方面整合
一个是 9 月 20 日腾讯的战略投资海云捷迅。另 提升云计算产业链上的生态服务能力。同时这也是
一个是 7 月 23 日腾讯领投永洪科技的 2 亿元 C 轮 在另一个层面加速云计算产业链上合作伙伴的生态
融资，元生资本、东方富海、经纬创投、艾瑞资本跟投。 闭环构建。
这似乎是在腾讯比较少见的事情 ：三个月内出手同
这两年，面对 OpenStack 的发展势头，有关
一个领域的投资，并且都是面向企业级市场。
OpenStack 初 创 公 司 被 收 购 的 消 息 不 断，Piston
加上近期，全球云计算的巨头 AWS 落地完成， Cloud Computing 和 Blue Box 分别被思科、IBM
百度和网易又在近期先后入局，整个云计算市场热 收购，更早之前，思科还收购了 MetaCloud。今年
闹无比。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市场的真正大战， 年初，阿里云也与 openstack 服务公司九州云达成
战略合作，共同研发企业级混合云平台。这个趋势
将在接下来两三年内展开，战火也将持续升级。
其实很明显了。
腾讯为何投资这两家公司？
腾讯投资的另一家公司是永洪科技，成立于
这两家公司是什么来头？根据公开资料，海云 2012 年，是一站式大数据分析平台厂商，目前拥有
捷迅成立于 2010 年，2012 年 OpenStack 还很不 500 多家合作伙伴，2000 多家企业客户，4 万多个
起眼的时候就开始转型做 OpenStack，属于国内该 付费用户。
领域最早的一批公司。此前一轮融资是来自于英特
持续发力云计算的厂商一般都有大数据的意图。
尔投资的 1000 万美元。
巨头们在拓宽自身云服务的同时，也在布局和借助
所谓 OpenStack，是由 NASA 和 Rackspace 合 数据分析来挖掘自身业务的增值，进而输出大数据
作研发并发起的开源软件标准，帮助任何公司或个人 能力。毕竟，大数据服务对于用户而言从性能和效
搭建自己的 IaaS 云环境，旨在打破亚马逊 AWS 等 率上都极具吸引力。
少数云企业的垄断。短短几年内，OpenStack 逐渐
而且，对于云计算，小马哥此前提到过，在应
成为最流行的一个自由软件和开放源代码项目。
用层面，中小企业完全可以和腾讯联手，共同服务
腾讯出手 OpenStack 这个方向逻辑也很合理。 千亿级市场，实现共赢。
OpenStack 是大而全的解决方案，其设计极度考虑
所以，腾讯这个时候投资这两家公司，简单来
灵活性，在一切可能变化的地方都会为了扩展和改
说，一是为了提升在
IaaS 层面的能力，二是布局大
进做大量的工作。
数据——云计算的高级功能。三个月内宣布两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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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领域的投资，可以看出腾讯已经在云服务领
域快马加鞭。
竞争加剧，腾讯阿里争锋。
9 月 7 日，AWS 中国（北京）区域的云服务才
确定交由光环新网运营和提供，意味着全球云计算
的老大加入到中国战场。本来阿里云、腾讯云作为
两大主力就发展的热火朝天，再加上百度、网易等
厂商也在近期宣布进军云市场，整个市场相当热闹。

但云计算终究是一个技术领域的革新，需要技术能
力和软硬件开发能力，同时也需要对技术的信仰。
市场红利还未释放。
上文讲到，云计算战争在未来两三年内。这是
因为，云计算已经炒了很多年，但类似国内虚拟现实、
大数据、大文娱这些新兴领域，外界的炒作往往距
离市场真正爆发有 5-10 年。这可能与国内的投资环
境有关。

相对而言，互联网厂商更有根基和欲望来啃下
这个市场。互联网厂商天然就具备内容、渠道、用
户等很多方面的优势，他们所要做的关键工作是技
术和功能进一步完善（这也是腾讯近期在云领域两
笔投资的原因），并且进一步布局自己的生态。

大环境方面，截至 2016 年年初，全国中小企
业户数约为 4200 万户，占总企业数的 95% 以上。
但中小企业只有 10% 左右实施了 ERP 和 CRM 方案，
6% 左右实施了 SCM 方案，绝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
水平仍停留在文字处理、财务管理等办公自动化及
对于此前专注于消费级市场的互联网公司们， 劳动人事管理阶段。
进军企业级无疑会让市值有很大的提高。在美国提
相对于美国已有 54% 的企业使用云计算，互联
供云服务的 Oracle、SAP、Salesforce，三家公司 网公司的比例更是高达 90% 以上，国内企业级市场
市值总和就已经超过 3000 亿美金。
空间相当广阔。
从实际情况来看，百度今年 7 月才宣布了其开
另外，国内人力成本正在以每年 10%-15% 的
放云战略，目前还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发展成熟 ； 趋势增长，逐渐到了转折点。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它
网易进场的逻辑同样如此。阿里和腾讯无疑是国内 必须要大幅度提高运营效率，来补偿人力成本的上
互联网厂商中最强的云计算玩家。
升，云服务的需求将会在这个转折点之前逐渐释放。
先看阿里。阿里从 2009 年收购万网之后，开
始对外推出云计算概念，对标的其实是亚马逊的操
作方式。阿里 2017 财年第一季度财报中，云计算
业务营收达 12.43 亿元，同比增长 156%。

工信部数据，“十二五”期间，中国的云计算产
业 年 均 增 长 率 超 过 30%，2015 年 已 达 到 约 1500
亿元，到 2018 年总规模有望达到 8000 亿元。大市
场在后方。

作为电商基因公司，阿里需要承担双十一之类
从行业上看，2016 年许多行业的云计算需求在
促销期的峰值，也要面对淡季的峰谷。更重要的是， 逐渐爆发。云计算的渗透，正在逐步从互联网领域
阿里也需要数据能力来了解不同品类的趋势，开放 客户，向银行、保险、制造业、政企等传统领域客
计算能力是必然的。
户慢慢开始尝试上云，这部分用户属于整个经济的
再看腾讯云。二季度财报中，腾讯首度公开了 头部行业，这是国内企业级市场眼下的重点行业。
支付及云服务的增长数据，这部分业务的收入同比
增长 275% 至 34.79 亿元。

市场中的玩家总是相当敏锐的。比方说腾讯云
的“云 + 合作伙伴”计划，业务的发展重点也早已
不拘泥于强项的社交、游戏、视频、O2O 等领域，
还将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开拓智慧城市、金融、交通、
医疗、教育、地产等产业领域。

腾讯云的优势则是在于腾讯生态，以及产品技
术基因。在构建开放平台的同时，腾讯云把腾讯十
几年在互联网行业的积累优势，包括技术、能力和
经验分享出来。马化腾曾表示，拥有腾讯云，将获
但无论是从市场需求和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个
得整个腾讯平台。这个平台，包括比如安全认证、 阶段，云服务领域的巨头们现在暂时都还没能享受
广点通资源、应用宝资源、微信支付等能力。
真正这个市场的红利。正在逐步从互联网领域客户，
腾讯和阿里内部，云服务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 向传统产业的领域渗透。即便是国内入局最早的阿
到最高级别。去年 7 月，阿里宣布 60 亿元增资阿 里云，现阶段拿下了确实不小的市场份额，但还只
里云，随后 9 月份，腾讯宣布未来 5 年投入 100 亿 是尝到了前餐。
发展腾讯云。两家去年同时大张旗鼓地发力“互联
网 +”，到今年纷纷加码行业、技术和产品，双方的
市场发力越来越积极。

两家巨头不同之处，还有推广的手段。阿里具
有很强的商业基因，其销售军团可以在短时间内扩
充市场 ；而腾讯在推动技术的过程中，以生态的协
同作用来吸引客户，同时以销售渠道进行推广。

总体来说，国内云服务市场暂时还处于跑马圈
地、积攒实力的阶段，厂商们主要做的是建立自己
的生态和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全面战场将在未来
两三年内真正爆发。

当然，互联网厂商的云服务，取胜的关键要素，
最终取决于能否现实中解决实际上真正的解决中国
企业信息化多年问题，把外部客户和企业真正连接，
未来之争，主要战场会在阿里和腾讯之间展开。 打通信息化的内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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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鑫 ：从三个角度看李克强总理访美
（来源 ：中国新闻网）

9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难民问题领导人峰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9 月 18 日，中美关系再度迎来“纽约时间”。
李克强总理赴纽约出席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系列高级
别会议，并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双边会晤。此外，
李克强总理还会见美国经济、金融、智库、媒体等
各界重要人士，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对话活
动。从中美关系的视角看，李克强总理此访是中国
理念的阐释之旅、中国担当的展现之旅和中国信心
的传递之旅。在美国对华战略辩论尚未尘埃落定，
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举行的背景下，此访有助于增进
美方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理解，
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
中国理念的阐释之旅

不清。中国出台“一带一路”
、亚投行等举措和倡议，
美方担忧中国“另起炉灶”
，挑战美国主导的规则和
秩序 ；中国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美方也
心存疑虑，担心中国改革有余，开放不足，尤其对美
商在华营商环境颇多关切。对华疑虑与美国大选因素
相叠加，很容易给中美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若管控不
好，将影响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
李克强总理利用此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系
列高级别会议之机，着重面对美国经济、金融、智库、
媒体等各界人士，以坦诚开放的态度，阐释中国的
国际秩序观、改革发展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
一次成功的对美公共外交。

李克强总理此次中国理念“阐释之旅”对缓解
美国对华疑虑加深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一个 美方疑虑将起到重要作用。关于国际秩序，李克强
新现实。2014 年底以来，美国战略界掀起一场对华 总理着重强调中国是现行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
战略大辩论，集中体现了美国的对华焦虑与疑虑。随 “挑战者”、“破坏者”。一方面，中国将与各方“共
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向何 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来的国际秩序”；另
处去”不托底、不确定，这构成美国对华疑虑的一个 一方面，中国“坚定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推
重要根源。美方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理解不了、认识 动贸易自由化”。这是以事实为依据所做的郑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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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中国作为现行秩序获益者的角度所做的重申。
关于改革开放，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
会越开越大，已经打开的大门不可能关上”
，并表示
将继续下大力气推进政府简政放权等改革，注重保
护知识产权，为外国企业赴华投资创造更加宽松便
利的营商环境。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将有利于外商
对华投资，而不是限制其对华投资。上述表态直面
美方对华重大关切，向美方发出了中国将在深化改
革中发展、在扩大开放中发展、在维护和平中发展
的积极信号，得到美国有识之士的肯定。
中国担当的展现之旅
随着实力的提升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增强，中
国越来越有能力和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
品，向国际社会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久前召
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中国与各方就推
动世界经济增长达成杭州共识。李克强总理此访则
聚焦全球可持续发展和难民问题，发出中国声音。作
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联
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李克强总理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主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
界——中国主张”座谈会，出席联大解决难民和移民
大规模流动高级别会议及难民问题领导人峰会，就应
对全球性挑战提出务实举措，决定向有关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专门用于应对难民问题的人道主义援助，获
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国际社会点赞。

9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难民问题领导人峰会
并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李克强总理强调，“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只是全
而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 球化进程中的阶段性曲折”，“相信全球贸易自由化
战中表现出来的担当，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正 和投资便利化是历史的潮流”，而“世界潮流是向前
能量。近年来，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是中美关系的 的”；中国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推进贸易自由化
一大亮点。从全球经济到气候变化，从全球反恐到 和投资便利化，并继续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在全
核不扩散，中美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史无前例， 球化遭遇挫折的当下，李克强总理的表态无异于为
为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持续注入动力。面对层出不 全球化进程注入一剂强心针。
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西方大国独木难支，疲于
最后，李克强总理也传递了中国对未来中美关
应对。中国的参与对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强全球治 系的信心。近年来，有关中美关系的负面声音此起
理至关重要。美国亟需中国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彼伏，“临界点”、“十字路口”、“修昔底德陷阱”等
扮演更重要角色。
词汇成为描述中美关系的常用语。在美国大选背景
此次针对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举行高级 下，人们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更趋于负面。
别会议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中国积极参与其
中，并积极配合西方国家倡议的难民问题领导人峰
会，展现了中国的担当，也延续了中美在全球治理
层面合作的态势。

李克强总理“不管谁上台，中美关系一定会向好”
的表态，既是对关系正常化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发
展史的深刻认识，也表达了对未来双方有能力管控
分歧的信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组双边
关系，其如何经营、如何管理，既无先例可鉴，也
中国信心的传递之旅
无现成的答案可循。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中美关系，
李克强总理此行的另一大成就是传递了中国信 可能柳暗花明 ；以悲观的心态去定位中美关系，也
心。当前，西方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保 可能导致预言自我实现。中美相向而行，积极向前看，
护主义盛行，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平添更多不确定。 妥善解决分歧，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便切实可期。
李克强总理通过与美国政、商、学界对话互动，传
递了中国对全球化的信心及对自身经济发展的信心。
陈文鑫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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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 ：中美达成 BIT“很有希望”
（来源 ：财新网）

美国选战如火如荼，奥巴马任期届满临近。各
方关注中美之间最重要协定之一的中美双边投资协
定（BIT）能否在奥巴马任内最终达成。保尔森基金
会主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
近日在接受财新记者电话专访时指出，很有希望最
终能够达成该协定 ；而且即便最终未能达成，在协
定谈判中取得的突破将增加双方的信心以及更多跨
境投资的可能。
保尔森说，两国元首都表示过 BIT 谈判取得了
重大的进展。双方高层授意两国团队协同高效合作，
以在年底之前达成高标准的 BIT 协定。“有两国元首
的授意，我觉得很有希望最终能够达成协定。不过，
就算没有达成协定，或者达成协定但是美国参议院
无法通过，我仍将这视为积极的进展。因为在协定
的谈判过程中取得突破将增加双方的信心以及更多
跨境投资的可能。”
他表示，相信中国经济会进一步打开大门，迎
接竞争，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转型，培养增
长的新动力，并且让经济增长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
上。
在 9 月 4 日公布的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
清单中，称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
“取得重大成果”。
此前学界和政界不少声音担忧中美能否在奥巴马任
期结束前完成 BIT，此种表述为外界预期注入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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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成果清单中称，中美双方确认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旨在达成一项高水平的协定，实现双方创建
非歧视、透明、开放的投资体制的共同目标。“双方
于近期交换的第三次负面清单改进出价体现了重大
进展，并在谈判各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中美双方
承诺将进一步推进谈判，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高
水平的协定。”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于 2008 年启动，至今
已进行八年之久，超过 20 轮谈判，堪称两国当前
经贸领域最重要的谈判项目。去年 9 月，习近平访
美期间就曾将 BIT 作为重点议题。他在西雅图呼吁，
中美两国完成双边投资协定，并指出中国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已有进步。
2013 年 7 月，双方首次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实质性谈判。去年 6 月
双方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并正式开启负面清单
谈判，标志着谈判进入新阶段。中国政府下发《关
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若干意见》的细则，BIT 获
得突破的内容将很大部分基于此文件。
今年 6 月，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
中，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第二
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 • 卢
（Jacob Lew）当时曾呼吁，BIT 谈判需要加速，现
在是取得进展的最佳时机。考虑到美国大选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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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真正能够对话的时间并不多。“双方都承诺要严
肃认真地加一把劲。”
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Max Baucus）曾预计，
BIT 达成的时间是在 2016 年年底前，希望可以在奥
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
分析认为，BIT“负面清单”模式如能付诸实践，
或将倒逼国内改革，为中国投资者提供新选择，促
进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与成熟，加快企业国际化进
程。
应该承认，在大洋两岸，都存在抵制 BIT 的声
浪。美国有些政商人士认为，BIT 将增强中国企业“不
公平竞争”的优势，损害美国就业和长远经济利益。
有些中方人士则坚称，BIT 是“阴谋”，美方试图以
经济自由化手段，将中国更深地拖入以西方规则为
基础的全球化浪潮。“国家安全”则成为太平洋两岸
抵制 BIT 的人士一同举起的盾牌。
此外，美方认为中国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过于保
守，而中方认为美国要价过高，在放宽对华高技术
产品的出口及对中国在美投资的限制上也无实质性
承诺。财政部长楼继伟曾透露，美方在负面清单上
列举了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三项，
但对此均不作定义，并且中方在美投资及经营的任
何阶段，美国行政当局都有权中止项目，而成本由
投资人负责。他表示，这样的提法增加了中国在美
投资的不确定性。
但是，从长期来看，中美合作发展的机遇是中
美 BIT 谈判最终能够达成的基础。2012 年起，美国
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14 年，中美
双边贸易额已超过 5500 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
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
来源地。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更进一步。
保尔森看好未来中国对美投资前景。他建议，
中国投资者需要明晰美国政府的工作方式。政府人
员很可能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不同于
中国的地方政府。因此，中国投资者需要尽力获得
当地的政府或者利益方的支持。“其实没有国家是愿
意将它的核心部门出售给外国人的，但是当地的政
客和利益共同体可能会因为你做的还不错而考虑合
作。”
他强调，美国也针对许多国家出台了一些限制
条例，来保护本国的安全，因此中国投资者需要了
解这些限制条例。想要绕过这些条例或者钻空子都
不是明智之举。正确的做法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遵守这些条例。这意味着需要一流的金融、咨询、
法律、传播顾问，了解美国国家安全法律是如何运
作的，以进一步开展工作。

根据中国官方最新发布的《2014 年度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在美国
设立境外企业超过 3000 家，对美各类投资存量达
“关于中国投资，我一直在对我的美国同事们强
到 652.2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存量是 380.1 亿美元，
调，尽管他们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些担忧是事实，但
占整个投资存量的 58.3%。2004 年末，中国企业通
是美国也不应该自缚手脚，不欢迎中国投资，因为
过对美的投资，为美国提供了近 8 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投资的输入会对美国经济以及双边经济发展都
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报告预测，如果美中能 有促进作用。”保尔森说。
在 2025 年达成 FTA（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对全球
出口将增加 10%，美国对全球出口将增加 3%，双
边贸易将增加 14% 左右。中国经济总量产出能提高
BIT 全称是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双边投资协定），
2%，美国提高 1%。
更为关键的是，中美 BIT 将给世界不同经济体
在经贸合作领域提供高标准的示范标本，提升资本
跨国流动的活跃程度。从更长远看，或将促成美国
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中国主导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融合，向

正在谈判的中美 BIT，是目前我国最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
中美 BIT 谈判已经历时五年多共 24 轮谈判，TPP 中涉及投资
的内容与美国最新 BIT 范本高度一致。突破 TPP 限制、接轨
高水平协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美 BIT 都是我国的一个“探
路者”。从某些角度说，加入 WTO 是为了商品更好流通的贸易
入世，而谈成中美 BIT 则是为了资本更好流动的投资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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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公共外交视角分析 —— 以华为为例
（来源 ：公共外交季刊）

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中最积极的增长点。随着我国
“走出去”构想、“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
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跨国经营、海外并购的
浪潮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仅是经济行为，也具
有政治、外交等功能。跨国公司的外交中性优势有
助于其在东道国更好地开展公共外交。本文以我国
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民营企业之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为例，回顾了其近几年海外并购中成功和失败的案
例，梳理和分析了在海外并购中我国跨国企业的公
共外交职能。

公共外交的道路上可谓“越挫越勇”“越战越中国民
营企业勇”。从收购美国 3Com、3LeafSystems 公
司的失败，到成功收购英国集成光电器件公司 ；从
最开始只能进军非洲、亚洲市场，到现在成功地在
欧美市场上站稳脚跟。

截至 2014 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存量
为 7450.2 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 53.6%，非
国有企业占 46.4%（商务部《2015 中国对外投资
合作发展报告》）。非国有企业投资存量的占比相较
2006 年仅有的 19% 已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民营
企业的海外投资更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本文结合华为海外并购的几个案例，从企业公
共外交的视角出发加以分析梳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作为中国
民营企业的佼佼者，近几年在开展海外并购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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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外市场布局的日益成熟，华为更积极地
参与到东道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充分利用平台
优势，积极开展企业公共外交，在东道国树立起了
优质的中国民营企业形象，也为中国“智造”树立
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客观上优化了当地政府和民众
对中国企业和国家形象的认知。

华为海外并购案例回顾
收购 3Com、3Leaf Systems 公司失败
2007 年，华为联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贝恩资本
竞购美国网络设备提供商 3Com 公司，其中华为将
收购该公司 20% 的股份。起初，3Com 公司同意了

新闻评论
这笔价值 22 亿美元的交易，然而六个月后，由于美
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管
理外国投资的专门部门，设立初衷是为了保障美国
国家安全）表示要阻止该交易，导致贝恩资本退出，
交易夭折。因为 3Com 的产品中包含一项入侵检测
技术，可以帮助客户抵御黑客的入侵，而美国国防
部 正 是 3Com 的 主 要 客 户 之 一。 最 终，3Com 以
27 亿美元的价格被美国惠普公司收购。

的产品和服务经常关系到国家经济、国防安全等问
题，被并购的东道国企业也常常以“国家安全”“政
府信息安全”为由出面干预甚至阻止并购。这也是
我国跨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政治
风险。

作为民营企业海外总部的杰出代表，2015 年习
近平主席访英时，特地参观了华为英国公司。

观上也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作为非政府的
行为主体，华为以其产品和服务为纽带，直接融入
东道国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其公共外交更具有
直接性和针对性。由于不存在政府式的意识形态的
输出，企业的公共外交更容易被东道国民众接受。
优质的企业形象和优质的国家形象是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的。跨国企业的形象是国家形象的良好体现，
而良好的国家形象又有助于企业在东道国顺利开展
经营活动，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公共外交系统。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熟
悉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通过了解东道国的社
会政治、法律制度，对其政治和政策风险做一定的
2010 年 5 月，华为达成了一笔以 200 万美元 预测。其次，与当地政府积极沟通配合，加强信息
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 3Leaf Systems 的交易。 和观点的交流。通过提高跨国企业自身的透明度，
类似小规模的交易通常不会受到监管机构的审查， 以期消除误解和不信任，减少东道国政府和并购合
华为也没有披露该交易。然而，美国五角大楼在交 作伙伴的不确定性。有意识地改变企业外在形象，
易结束得知此消息后，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展 也更容易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再次，
开事后调查。同样，美国议员担心 3Leaf Systems 可以积极运用东道国游说公关团体。在许多西方国
公司的相关技术可能会被中国共享，并以“国家安全” 家游说都是合法的，比如在美国很多游说团体的工
为由要求华为剥离收购 3LeafSystems 所获得的科 作人员都是退休的参众议员和政府官员，他们不仅
技资产。虽然华为尽力反对调查，但最终还是被迫 熟知当地的法律、政治问题，更有巨大的人脉资源
放弃了收购。
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并购
的过程中更好地和当地政府进行沟通，更好地表达
成功收购英国集成光电器件公司
跨国企业的诉求。专业的游说可以降低类似华为在
2012 年，华为成功收购了英国集成光电器件公 美国碰到的政治审查的风险。
司（Centre for Integrated Photonics Ltd.）
。英国
积极实行本土化经营
集成光电器件公司同时也是一家光电子研究实验室，
在光纤网络的研发和投资上，一直是该技术领域的
华为英国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总部位于伦敦
创新者。成功并购后，该公司作为华为全球研发网 附近的雷丁，业务涉及从智能手机到电信技术设备。
络的一部分，已成为华为英国研发中心的新核心。 华为每年都在英国公司投入巨资，并借伦敦辐射整
在收购之前，华为就和英国集成光电器件公司通过 个欧洲市场。目前，华为在英国的 15 个办公室中，
技术授予、共同研发、培训交流等方式进行了合作， 英国员工的比例已经达到 70%—75%。
这为华为后期成功收购增添了可能性。
华为在积极实行东道国本土化经营的同时，客

企业公共外交分析
在外交“二轨化”的趋势下，跨国企业作为民
间公共外交的一个主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其在东道国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政治、经济、外
交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华为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领头羊，可以说是我
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民营企业，2015 年华为营业
收入达 3950 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营收来自海外。
华为在海外创造利润的同时，也时刻代表着中国的
企业形象，通过优质的通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母国
创造了良好的声誉，为母国营造了积极健康的国际
形象。

本土化经营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有利于开展企
业公共外交的双向互动。由于跨国企业并不是单方
面的文化输出者，在和东道国员工的合作交流中，
双方不同的社会特性、价值观念等都能够更自然地
融合发展。跨国企业通过内部的文化宣传，对东道
国企业员工进行母国价值观、风俗习惯等文化的传
然而，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华为并非一帆风顺， 播 ；而东道国员工也在日常的工作中践行和传递着
在开展企业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其有做的不够的， 本国的价值观念。由于跨国企业的员工来自不同国
也有非常值得借鉴的，以下就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加 家、民族、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这
些员工一起工作生活，必然会互相影响对各自国家
以分析。
的认知和感情。本土化经营对文化观念的传播交流
尽量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
有利于东道国员工内部更好地理解公司母国的文化、
从华为收购 3Com 公司和 3Leaf Systems 公司 制度，而这种跨国界、跨文化交流也有利于跨国企
两个失败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通信设备 业的管理运作。
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华为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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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与东道国技术培训和研究合作
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
强调 ：
“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
果转化，强化对创新的激励和创新成果应用，加大
对新动力的扶持，培育良好创新环境。”在国际竞争
中，科技创新、科研技术的发展更是一国实力的综
合体现。跨国企业的发展使得科技、人才竞争融合
成为趋势，企业产品的技术创新、研发实力都成为
企业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为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极为看重与东道国高
校的研发合作。华为在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建立合作关系，并且在萨里大学设立了
一个 5G 创新中心（5G Innovation Centre）。通过
积极与英国萨里大学、多家工业界知名公司及全球
知名运营商等共同建立 5G 创新中心，华为在 5G 领
域方面占得先机。2014 年 11 月在英国伦敦发布全
球首个 5G 测试床，成为全球 5G 研究的前沿阵地，
加速推动了 5G 的研究进程。除英国外，华为还在
德国、瑞典、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印度等地设
立了多个研究所，并与知名运营商成立联合创新中
心。

2012—2014 年三年间，华为对英国经济的贡献为
9.56 亿英镑，其中包括 2.31 亿英镑的直接经济贡
献、4.35 亿英镑的间接贡献以及 2.90 亿英镑的伴
生经济贡献，另外产生约 4.11 亿英镑的税收。截至
2014 年，华为在英国新增 7386 个就业岗位，其供
销商更是遍布英国各地。
华为在英国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利润，而且也增
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带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在跨国企业的海外发展过
程中，积极与东道国分享经济成果，不仅能赢得东
道国民众的喜爱，还能优化企业自身在海外的生存
发展环境，同时也将增加当地民众对企业母国的好
感度。

牛津经济研究院是目前全球顶尖、独立的国际
性预测顾问机构之一，其报告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和研判意义。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良好社会表现得
到当地研究机构和社会媒体的报道，这本身就是对
企业的一种肯定，同时也为企业更好地开展经营活
动和公共外交提供了平台和动力。独立的社会评测
机构报告也能有效地帮助当地民众深入了解企业及
其母国的责任意识和行为。华为通过社会化媒体机
华为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其核心战略，每年将 构，在东道国释放了良性的社会效应，在为英国经
不少于 10% 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并将研发经费的 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拥有了良好的口碑。东
10% 投入新技术研究。华为在东道国的技术培训和 道国的民众可以根据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判断
研究合作客观上拉近了母国和东道国的距离，通过 其母国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一个认真履
技术共享、人员往来、资金流动等多方面的合作交流， 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然会得到东道国民众的喜爱，
不仅有利于企业在当地更好地可持续发展经营，同
大大促进了公共外交的和谐发展。
时良好的口碑和形象也会延伸至母国形象，为母国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在东道国人们心中树立良好形象起到积极的作用。
根据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调研报告，在

美联储为什么不加息？美联储加息有什么影响？
（来源 ：搜狐财经）

美联储宣布 9 月不加息，为什么？什么时候会
加？对 A 股有哪些影响？
美联储发布 9 月份 FOMC 决议声明，维持利率
在 0.25%-0.5%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美联储声明及耶伦讲话比较长，股助手（微信
公众号 ID ：guzhushou）特为大家作盘点，主要包
括以下 4 个内容 ：
1、就业增速稳定 预计经济只能保证渐进式加息
美联储决议声明称，就业增速稳定，家庭开支
强劲增长 ；委员们以 7-3 决定维持利率在当前水平
不变，17 名决策者中有 14 人认为年底前至少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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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次，美联储委员乔治、梅斯特和罗森格伦支持
加息 ；由于预测显示 2016 年经济增速上升，因而
加息的可能性增强 ；预计 2017 年 PCE 通胀预期中
值为 1.9%，较 6 月预期不变 ；重申中期内通胀将升
至 2% ；重申将循序渐进地调整货币政策，经济活动
将温和扩张，就业市场将走强，预计经济只能保证
渐进式加息。
2、耶伦 ：美联储判断加息的理由有所增强
美联储主席耶伦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美联储
判断加息的理由有所增强。美国经济增速有所加快，
预计经济将在未来几年以温和步伐扩张。预计未来
2-3 年就业增速强劲将支持核心通胀将升至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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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当前整体消费者物价通胀仍不到 2% 目标。
3、耶伦 ：本周不加息不代表对经济缺乏信心
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本周不加息是因为考虑
到就业市场闲置以及通胀增速低迷，决定不加息并
不代表对经济缺乏信心，重申有理由未来循序渐进
加息 ；鉴于利率近零，美联储谨慎的态度更加合适。
联邦基金利率路径中值下调 25-50 个基点。
4、耶伦 ：若无新风险，2016 年将会加息一次
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我和同事们讨论了下次
加息的时机，多数人认为，近期加息的理由增强，
等待更多数据是明智之举。如果劳动力市场增长、
并没有新风险，2016 年将会加息一次。就目前而言，
有理由进行某种循序渐进的加息。每次会议都有行
动的可能，我们在 11 月份会议上将决定是否有理由
加息，不加息是基于对经济的判断。
【市场反应】
1、美股
美联储月暂不加息，美股大幅收高。标普 500
指数收涨 1.09%，报 2163.07 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收涨 0.90%，报 18293.89 点 ；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收涨 1.03%，报 5295.18 点，尾盘一度刷新盘
中纪录高位至 5299.395 点。
2、黄金

3、石油
得益于 EIA 原油库存下降。WTI 11 月原油期
货收涨 1.29 美元，涨幅 2.93%，报 45.34 美元 / 桶。
布伦特 11 月原油期货收涨 0.95 美元，涨幅 2.07%，
报 46.83 美元 / 桶。
【为什么美联储 9 月不加息？】
1、经济原因 ：美国经济疲软
美国经济在本轮加息周期内的表现显著疲软，
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也不得不大幅放缓。
今年前两个季度美国 GDP 增速分别仅为 1.1%，
第二季度美国劳动生产率下滑 0.6%，为 2013 年以
来最大降幅，且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此外 8 月
非农就业数据表现低于预期，8 月 PMI 数据暗示经
济动力不足。在经济疲软的阴影尚未完全褪去的背
景下，美联储没有立即加息的充分理由，等到 10
月底第三季度 GDP 数据出炉后再行动看上去更为
稳妥。
2、政治原因 ：总统大选临近
从历史上看，美联储通常不会在大选前对政策
作出重大调整，以显示其政策独立性。鉴于此，美
联储如果要行动，很可能会避开政策敏感期，选择
在 12 月尘埃落定后再加息。
3、市场预期

美联储按兵不动后触及 1337 美元，期金喜录
在市场中大部分投资者认为 9 月不加息时，如
三连阳。COMEX 12 月黄金期货收涨 13.20 美元， 果此时突然加息，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将对全
涨幅 1.0%，报 1331.40 美元 / 盎司。
球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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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解读】

【加息的影响】

市场评论员黄生认为，虽然美联储不加息，但
1、汇率
比较强烈的鹰派倾向也会引导市场提前反映加息预
美元指数加息前走强、加息后走弱的概率较大 ；
期。尽管耶伦不宣布加息，但是耶伦的另外讲话， 加息后人民币可能不会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
却更让人担心，那就是美联储必须尽快将利率政策
2、债市
回归到次贷危机前，这句话非常致命，实际上就是
要加快缩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缩减美联储的资
中美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很可能会上升。
产负债表，将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这意味着当前美
3、房地产市场
国股市、债市都要回归正常的水平，也就是股市、
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行可能性较大。
债市的泡沫要挤干净，这才是让人更担心的。
4、大宗商品
中金公司最新预计，12 月美联储会加息一次。
因为今年只有 11、12 月两次加息机会。由于 11 月
尽管历史上美联储加息后大宗商品会走强，但
2 日的 FOMC 会议之后没有新闻发布会，且离 11 原油跌跌不休以及中国的需求放缓，类似过去价格
月 8 日的总统大选太近（美联储没有必要在这个风 拉升的情况可能难以出现。
口浪尖上加息），因此 11 月加息的概率很低，即只
5、美国股市
剩下 12 月这个时间窗口了。
首次加息对股市影响偏负面，且在加息后的体
有没有可能 12 月也不加？中金称可能性极低，
现会较为明显
；长期来看，若加息节奏较缓，随着
最主要是因为美联储把“今年一定要加息”的信息
后期美国经济继续改善，对企业盈利预期回升，股
传递得非常强。如果今年一次息都不加，那可能会
损伤美联储的信用，不利于美联储未来掌控市场加 市可能转好。
6、中国股市

息预期。

中金称，从目前至 10 月中，黄金和新兴市场股
美联储加息会导致中国资本外流，对 A 股而言
市有上行压力，同时美元指数下行。一方面是因为 始终是一个负面因素。
9 月不加息这件事情落定（毕竟之前还有 15% 的加
所以，不加息，是在大家预期中，所以因此奢
息概率），另一方面是因为下一次加息还要到 12 月 望 A 股因此市场活跃起来是不现实的，帝国主义的
中去了。这是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但 10 月底至 大山是翻过一座又一座啊！
12 月中，市场加息预期将逐渐加强，不利黄金价格，
美元指数也有上行压力。

崔天凯 ：无论谁当选 中美关系都会健康发展
（来源 ：中国新闻网）

驻美使馆当晚举行国庆招待会，崔天凯在招待
会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对于发展中美关系
一直抱有充分诚意，而且有着长远目标，致力于构
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
关系，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把新型大国关系
变为现实。

以“历史的视野、客观的角度和开放的心态”来参
与对话。虽然不能指望通过几次对话、或几年的对
话就消弭所有误解误判，或者保证今后再无分歧，
但分歧是“可以管控”的。

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崔天凯表示，中
美双方在谈判进程中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只要继
他强调，发展中美关系要秉持“只争朝夕”的 续本着相互尊重、寻找共同利益的合作精神来处理
精神，中方一直在与本届美国政府进行充分合作， 剩余的问题，我们可以对谈判前景抱持乐观态度。
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也将与明年 1 月就职的新一届
本周 10 月 1 日，人民币将被纳入国际货币基
美国政府继续开展合作。
金组织 (IMF) 创设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
“不管美国政府如何更迭，不管谁当选下一任美
国总统，中方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继续健康稳定发
展。”崔天凯说。

对于人民币未来会不会对美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
问题，崔天凯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历史进程，
现在才刚刚开始，无论在金融、货币还是世界经济
他表示，中美国情很不一样，难免存在分歧， 其他领域，中方都希望能实现合作共赢。我们从来
这很正常。为尽量减少误解误判，增进相互了解和 没有把自身发展的目标定为挑战世界上其他国家，
信任，需要两国保持经常性、通畅的对话沟通，并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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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人民币国际化再树重要里程碑——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
（来源 ：新华社）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 22 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人民银行 21 日授权中国银行纽
约分行担任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是人民币国际化
的重要里程碑，意味着人民币的海外服务真正实现
了全天候服务。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2015 年中美贸易额超过
5500 亿美元，10 月 1 日人民币将正式加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在这些
因素推动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美国金融机构、企业
和个人愿意接受人民币，双方在人民币业务方面的
徐辰说，有了美国市场之后，人民币的“全球化” 合作潜力不可估量。
特征更加突出。在美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填补了人民
徐辰认为，美国资本市场十分发达，纽约证券
币全球化服务的时区空白，以前人民币全球化服务 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是做不到 24 小时的，现在亚太时区、欧洲时区加上 等金融机构今后会推出越来越多以人民币计价的金
纽约时区，意味着人民币海外服务真正实现了 7x24 融产品，美国市场相对开放的特点，很可能会使人
小时服务。
民币未来在美国的使用范围要比其他大多国家和地
徐辰说，在美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有着强烈市 区更宽广。
场需求。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统计，
今年上半年，美国市场人民币支付清算金额接近 10
万亿元，在全球离岸市场排名第五，位列中国香港、
伦敦、新加坡、中国台湾之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大都是靠政府或者货币当局推动人民币清算工作不
同的是，美国几乎完全是靠市场驱动，这样的需求
更加真实和迫切。

许多国家引入人民币清算的主要考量是扩大贸
易规模，而对美国而言，除贸易外，投资方面的好
处也不容忽视。徐辰说，中国对美投资近年来增势
迅 猛，2015 年 中 国 对 美 投 资 总 额 为 157 亿 美 元，
2016 年仅上半年便达到 184 亿美元，预计今后使
用人民币到美投资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会远远大于其
他国家和地区。

徐辰提醒说，机会与风险并存。美国金融市场
产品多、体量大，非银行机构投资者众多，且纽约
市场同北京时区相差 10 多个小时，不排除未来人民
币的海外交易会给国内金融市场带来冲击。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从事人民币业务的中国金
融机构和金融人才能从中得到锻炼，这对于今后人
民币进一步扩大海外使用规模、更好地走向世界，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徐辰说，作为最具国际化特征的中资银行，中
行在海外人民币清算业务领域具有丰富经验，比如
中行纽约分行国际结算量占中美贸易总额的比重高
达四分之一。以此次被授权为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
行为契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将利用自身优势，进
一步加强与在美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更好地发挥
未来人民币在美使用量将持续增加。徐辰表示， 两国经贸和投资往来的金融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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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正式加入 SDR——人民币加入 SDR 系列文章之一
( 来源 : 华尔街见闻 )

去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
民币作为除英镑、欧元、日元和美元之外的第五种
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
币国际化的里程碑时刻，意味着人民币已成为全球
主要储备货币。人民币在 SDR 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
10.92%，超出日元和英镑。新货币篮子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筹办 G20 杭州峰会，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的高度
出发，决定结合人民币加入 SDR，在 G20 框架下继
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讨论增强 SDR 的作用。
这一决定既顺应了新形势下国际社会对讨论相关问
题的强烈意愿，也重启了此前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
的 G20 框架下的相关讨论。事实上，关于超主权货
币的讨论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当时在
人民币加入 SDR 在即，新华社发表了系列文章， 讨论建立一个有序的、可自主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
本文为第一篇，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 国际货币体系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提出建立
正式加入 SDR》
。要点包括 ：金融危机重新引发对国 超主权货币“班柯”。20 世纪 60 年代，IMF 创立了
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注、G20 戛纳峰会初探 SDR 扩 SDR，以缓解当时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储备资产不
篮及增强 SDR 作用、G20 系统研究增强 SDR 的作用。 足的严重问题。之后，国际社会围绕扩大 SDR 的使
用等问题进行了若干探索，后来由于国际货币体系
以下为新华网全文 ：
总体趋于稳定，这方面的讨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不再活跃。
人民币成功入篮 SDR
这轮国际金融危机重新引发对国际货币体系改
随着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近年来国际上建议将人民币纳入 SDR 的声音日益增 革的关注
强。2015 年适逢 IMF 五年一次的 SDR 审查，人民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G20 因此由财长
币加入 SDR 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党中央、国务 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机制升级为领导人峰会。从
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推动人民币加 G20 峰会诞生之日起，各国领导人关注的一个重要
入 SDR 的重要战略部署。马凯副总理多次召集相关 问题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如何避免危机
部门，研究部署具体工作。人民币加入 SDR 的工作 再次发生。当时，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全球失衡
全面展开，有序进行。
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失衡的原因则是“全球
与此同时，我国领导人在较多国际会议和双边 储蓄过剩”，特别是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储蓄过剩。这
场合就 SDR 发表重要观点，与美、英、德、法、俄、 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等东
印等国就 SDR 问题密切沟通，凝聚共识。2015 年 亚国家，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导致全球失
9 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美国明 衡是危机的根源。在此背景下，2009 年 G20 伦敦
确支持人民币在符合 IMF 现有标准的前提下纳入 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发表了题为《关
SDR 篮子。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会见 IMF 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指出国际金
总裁拉加德时指出，人民币加入 SDR 既表明中国愿 融危机凸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完善全球
意参与国际合作来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本身也有利 金融架构的必要性。金融危机再次警告我们，必须
于中国资本市场、金融领域进一步的开放。李克强 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
总理在会见德国、美国、英国领导人时也多次谈及 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
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文
国际货币体系和 SDR 问题，与各方达成广泛共识。
章强调，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 SDR 的作用，建立起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会
SDR 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在国际贸易、
同 多 个 部 门 与 IMF 密 切 配 合， 就 SDR 审 查 标 准、
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 SDR 计价，
数据、操作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解决
推动创立 SDR 计值的资产，进一步完善 SDR 的定
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人民币入篮奠定了坚实的基
值和发行方式。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回应了“高储蓄
础。
国责任论”等说法，指出本轮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
基 于 各 方 的 普 遍 共 识，2015 年 11 月 30 日， 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激发了国际社会对
IMF 执董会认定人民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决定将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热烈讨论，以及对增强 SDR 作
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并于 2016 年 10 月 1 用的关注。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 SDR 的
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功入篮，对于中国和世界是 作用开始纳入 G20 峰会议程。
双赢的结果，既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成
G20 戛纳峰会初探 SDR 扩篮及增强 SDR 的作用
就的认可，有利于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向前，
2011 年，法国担任 G20 主席国。法国一直是
促进我国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全球经济，也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倡导者。20
世纪 60 年代，当
有利于增强 SDR 自身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现行
时的法国财长德斯坦就曾批评美元独大，拥有“超
国际货币体系。
级特权”，多次提出应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法国也
在推动人民币加入 SDR 的同时，中国开始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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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 IMF 设立 SDR 的主要国家之一。2011 年担
任 G20 主席国后，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
题，法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 G20 戛纳峰会的
主推议题，并设立后来被称为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
的工作机制。2011 年 3 月，法国还特别选择在中国
南京举办“G20 国际货币体系高级别研讨会”，以体
现对中国提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张的认可，时
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专程赴南京参会。会上，G20 各
方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改革方向坦率交换
了意见，并专门讨论了如何增强 SDR 的作用、增加
SDR 的代表性以及探讨 SDR 货币篮子新标准。中
方还在 2011 年提出了“影子 SDR”的概念，建议
对金砖国家货币加入 SDR 进行模拟测算，引发了各
方的思考和研究，为后来 G20 和 IMF 积极考虑扩大
SDR 货币篮子、特别是人民币加入 SDR 进行了铺垫。
2011 年 G20 戛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应
不断调整 SDR 货币篮子的组成，以反映各国货币在
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认为扩大 SDR 货币
篮子对于增强其吸引力、提高其作为全球储备资产
的影响力十分重要 ；并同意继续研究扩大 SDR 的作
用。这是 G20 第一次对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 SDR
进行重点讨论。遗憾的是，2011 年下半年欧债危
机爆发，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重点重新转向危机应对，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深度。
此后，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迟迟无法落实等
多种原因，G20 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在 2014 年中
断了。

币还可以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和商业模式，从
而带动更多对 SDR 的需求。来自官方、金融机构和
学术界的各方代表在巴黎进行了热烈并富有成效的
讨论，开拓了思路，引发了思考，为下一步 G20 的
讨论打下了基础。
多措并举，G20 系统讨论增强 SDR 的作用。作
为主席国，中国在 G20 框架下引导各方对于增强
SDR 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刚开始，虽然绝大
多数国家认为 SDR 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未得到充分
发挥，也认同增强 SDR 的作用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
的稳定性和韧性，但也有部分国家担心很难取得进
展，或者很难落实。中方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扩大 SDR 的作用不能一蹴而就，但应从现在做
起。通过不断的讨论沟通、分析论证，中国与美、英、
法、俄等 G20 主要大国之间逐步达成越来越多的共
识。其中，2015 年 9 月和 2016 年 9 月，中美两国
元首在两次会晤时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达
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均赞同需要维护和完善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认为国际金融架构正不断演进
以应对在规模、范围和多样性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
挑战。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金融架构中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并特别强调支持人民币加入 SDR，支持
对扩大 SDR 的使用进行研究。

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中方引导 G20
各方，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确定了实际、可行
的策略，与 G20 各方一道从 SDR 作为报告货币和
发行 SDR 债券两个方面扩大 SDR 的使用，得到了
从戛纳到杭州，G20 系统研究增强 SDR 的作用
各方的普遍支持。作为表率，中国率先于 2016 年
2015 年以来，伴随着人民币加入 SDR 的进程， 4 月初同时以美元和 SDR 发布了外汇储备数据，为
中国与各主要大国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 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
深入沟通，各国普遍期待中国在这一重要议题上继 SDR 作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根据 G20 厦门
续发挥领导力。与此同时，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货币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的讨论，中国又于 2016 年 6 月
政策出现分化，全球出现了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剧烈 底发布了以美元和 SDR 作为报告货币的国际收支和
波动，G20 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有强烈的意愿 国际投资头寸数据，得到各方的积极反响。8 月 31 日，
加强对国际金融架构问题的讨论，推动必要的改革。 在 G20 杭州峰会前夕，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市场
中国审时度势、主动谋划，将完善国际金融架构作 成功发行了首期 SDR 债券，规模为 5 亿 SDR，吸
为今年 G20 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并重启了 G20 引了约 50 家银行、证券、保险等境内投资者以及境
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邀请法国和韩国担任工作组 外央行类机构的积极认购，认购倍数高达 2.47，显
主席，并由 IMF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示了 SDR 债券的巨大吸引力。SDR 债券的成功发行，
思想交汇，国际社会激辩 SDR 的作用。在 G20 为国内国际投资者资产多元化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
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对增强 SDR 的作用展开了热烈 有利于丰富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也为 G20 杭州
的讨论。为顺应法国延续 2011 年南京研讨会机制 峰会就扩大 SDR 使用达成重要共识作了有力的铺
的热切期待，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于 2016 垫。
年 3 月在巴黎联合举办了“从南京到巴黎 ：国际金
在 G20 要求下，IMF 还撰写了《加强国际货币
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这是 G20 第二次就国际货 体系的报告》、
《SDR 的作用：初步考虑》等专题报告，
币体系改革问题举行高级别研讨会。人民银行周小 梳理了 SDR 的发展进程及相关问题，并就如何增强
川行长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国际金融架构工 SDR 的作用提出了技术性建议，为 G20 的讨论提供
作组主要议题的考虑和设想，指出国际社会应循序 了坚实的技术层面支撑。
渐进地增强 SDR 的作用，包括以 SDR 作为报告货
水到渠成，杭州峰会收获丰硕成果。2016 年 9
币和发行 SDR 计值的债券。他表示，使用 SDR 作 月初，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倡导下，经所有成员讨论
为报告货币使得资产负债表更为客观，更有利于公 通过，G20 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向杭州峰会提交了
众理解 ；使用 SDR 计价比单一货币更为稳定，特别 《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
是在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时 ；将 SDR 作为报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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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程》，获得了 G20 各国领导人的审议通过。各
国领导人欢迎人民币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正式纳入
SDR 货币篮子，支持正在进行的在扩大 SDR 使用方
面的研究，如更广泛地发布以特别提款权为报告货
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 SDR 计价债券，认
为这有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韧性，并特别在领
导人宣言中提及了世界银行于峰会前夕在中国银行
间市场发行的 SDR 债券。

领导人层面明确具体的支持。中国在整个进程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力，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于
SDR 问题的关注，为推动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展望未来，增强 SDR 的作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中国将与 G20 各方一道，从
杭州再出发，继续共同推动国际金融架构的不断完
善，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这是 G20 第一次对于增强 SDR 的作用进行了
如此系统而深入的讨论，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得到

SDR 的诞生与发展 ——人民币加入 SDR 系列文章之二
（来源 ：新华网）

2016 年 10 月 1 日， 人 民 币 将 正 式“ 入 篮 ”，
举世瞩目。在评估人民币“入篮”的影响、意义并
确定下一步改革举措之前，有必要了解 SDR 的相关
背景知识。
SDR 的前身
国际上对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由来已久。两次
世界大战期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货币体系
一片混乱，为此英美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就开始筹划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讨论建立新
的国际货币体系。当时美国助理财长怀特和英国经
济学家凯恩斯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方案，其内容都包括建立全球统一的超主权货币。
怀特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由各国缴纳资金来建立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的投票权取决于各国缴纳份
额的多少。同时各国货币通过一种叫“尤尼塔（Unitas）
”的计价单位，与美元间接挂钩，从而稳定汇率。
凯恩斯则提出了更具雄心、也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
方案的核心就是超主权货币“班柯（Bancor）”。凯
恩斯建议成立一个称为“国际清算联盟”的世界性
中央银行，由其发行班柯，班柯的价值与黄金挂钩，
但不可兑换。所有的国际交易都要用班柯计价和清
算，各国也要通过班柯存款账户来清算相应的官方
债权债务。
由于美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已超过
英国，因此 1944 年 7 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
顿森林镇召开的联合国货币与金融大会最后还是通
过了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同
时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其职能是推动国际
货币合作，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避免竞争性贬
值，并在必要时向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国家提供帮
助。该体系后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建立之初就存在国际
储备资产不足的内在缺陷。在这种体系下，国际储
备资产只有黄金和美元。这一时期世界贸易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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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迅速增长，国民收入迅速增加，全球对国际储
备的需求日益增长，但黄金和美元的供给却十分有
限。黄金储备受限于其自然产量，难以在短期内实
现大幅增长，而美元与黄金挂钩，在美国黄金储备
有限的情况下，美元供应的增长也无法满足全球对
储备资产的需求。经济学家特里芬曾指出，为了保
证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美国需长期维持国际
收支逆差，随着时间推移，美元贬值的压力会越来
越大 ；但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币值需保持稳定，这
反过来需要美国纠正其国际收支逆差，这样美元供
给则会进一步减少。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至此，人们开始考虑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
产，以应对全球储备资产不足的问题。SDR 应运而生，
凯恩斯的班柯设想再度具有了现实意义。
SDR 的诞生
1967 年夏，IMF 执董会起草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大纲”。同年秋，在 IMF 与世界
银行的联合年会上，各成员国就 SDR 的货币单位及
使用程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1968 年 5 月，
IMF 完成了对《基金组织协定》的第一次修订，补
充了有关 SDR 分配、使用和取消等的相关条款。修
订后的《基金组织协定》自 1969 年 7 月 28 日开始
生效，SDR 正式创立。
根据《基金组织协定》规定，SDR 是一种补充
性储备资产，与黄金、外汇等其他储备资产一起构
成国际储备。顾名思义，SDR 是一种提款权，即在
一定条件下持有者可用它提取基金组织指定成员国
的可自由使用货币。目前，可自由使用货币与 SDR
篮子货币实际上是等价的。人民币入篮后，可自由
使用货币将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和日元
五种货币。SDR 的价值及利率由 IMF 确定。最初
SDR 的价值被确定为 1 SDR 等于 0. 888671 克黄
金，这也是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1 美元的黄金含
量。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对黄金贬
值，但 SDR 继续维持对黄金的名义价格。

SDR
SDR 的演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要
工业国家都改为采用浮动汇率制。黄金不再在国际
货币体系中发挥实际上的“本位”作用。1974 年，
IMF 决定以一篮子货币来定义 SDR 的价值，即以美
元表示的 SDR 的价值是将各篮子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乘以其权重进行加总。IMF 最初选择了 16 个在世界
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 1% 的成员国的货币组成货币
篮子。

参加以前的 SDR 分配等问题。截至目前，IMF 已
进行过三次 SDR 分配。第一次是 1970-1972 年，
其时 SDR 刚刚诞生，IMF 向当时的 112 个成员
国分配了 93 亿 SDR。第二次是 1978-1981 年，
IMF 认为当时国际贸易增速较快，需相应增加储
备，因此又分配了 121 亿 SDR。

SDR 货币篮子简化后，SDR 利率也改为这五种货币
的短期工具的市场利率的加权平均数，而不再减半，
利率调整频率也由原来的半年一次改为每周一次，
以更适应市场利率的变化。随后 SDR 利率的确定方
法趋于固定，其价值随篮子货币种类的变动而变动。

除作为储备资产外，SDR 的另外一个重要作
用是充当记账单位。使用 SDR 作为记账单位的优
势在于，SDR 货币篮子比单一货币更为稳定，因
此可以减轻汇率波动的影响，以 SDR 作为报告货
币可使资产价值等统计数据更为客观。事实上，
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已经使用 SDR 作为记账单位，
比如国际清算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IMF
向各国提供以 SDR 标价的贷款。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是否需要进行 SDR
分配一直存在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基本
由 16 种货币组成的篮子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上都反对进一步分配 SDR，认为目前不存在补
可操作性很差，而且其中有些货币并不是国际经济 充全球性的国际储备资产的长期需求，资本市场
交往中经常用到的货币。另外，由于 SDR 的利率也 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筹
比其他储备资产的利率低，所以从价值储藏的角度 资以补充储备。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进一步分配
讲，SDR 也不是一种好的工具。因此到 1981 年， SDR，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不是储备货币，
SDR 货币篮子简化为只包含美元、英镑、日元、德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增加出口等手段才能获得国
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五种当时的主要储备货币。1999 际储备货币以满足其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而且
年欧元诞生后，欧元取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 其主权评级一般较低，很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获
篮子货币由五种缩减为四种。
得低成本融资。由于分歧长期存在，直至 2009 年
近年来，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人 IMF 一直没有再分配过 SDR。
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提高，经审查，IMF 决定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需要大量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将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 资金应对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对 SDR
篮子。人民币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新增的 SDR 篮子 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有必要通过进行 SDR
货币。人民币入篮后，SDR 货币篮子将包括美元、 分配为各国补充外汇储备，增加全球流动性，稳
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五种货币，其权重将分 定市场信心。在 2009 年 4 月 G20 伦敦峰会的呼
别为 41.73%、30.9%、10.92%、8.33% 和 8.09%。 吁下，各国就再次进行 SDR 分配迅速达成共识，
随着 SDR 货币篮子的变化，确定 SDR 利率的 IMF 于当年 8 月进行了第三次 SDR 普遍分配，分
，并于
方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最初 SDR 的利率被固定在 配了 2500 亿美元的 SDR（1612 亿 SDR）
同年
9
月进行了一次额度为
215
亿
SDR
的特殊分
1.5% 的较低水平。1974 年，SDR 的价值改由一篮
子货币决定后，SDR 的利率被确定为美、英、日、法、 配，将全球 SDR 总量提高至 2041 亿 SDR。此次
德等五国短期金融工具的市场利率的加权平均数的 分配是危机救助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了 SDR 在
一半，SDR 的利率开始向市场利率看齐。1981 年 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SDR 的使用
SDR 目前仅在官方部门使用，其功能主要有三
种 ：价值储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交易方式主
要分为指定交易和协议交易。
SDR 的价值储藏功能主要反映在它可以作为储
备资产被各国持有。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初，国际社会就已经认可 SDR 作为储备资产的诸多
优点，比如以 SDR 作为储备资产，可以杜绝多种储
备货币体系的弊端，简化国际货币兑换过程 ；SDR
价值相对比较稳定，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有
利的环境等。
作为储备资产的 SDR 主要是通过 IMF 分配这
种形式而创造出来的。SDR 的分配可分为普遍分
配和特殊分配。所谓普遍分配就是根据各成员国在
IMF 中的份额按比例向所有成员国的分配，特殊分
配则被用于解决个别成员国因为后加入 IMF 而没有

此外，SDR 还可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各国向
IMF 缴纳份额、向 IMF 还款以及 IMF 向成员国支
付利息均可以使用 SDR 支付。
SDR 发挥上述功能的基础是 SDR 可以被方便
地交易。目前 SDR 交易可以通过指定交易和协议
交易两种方式进行。所谓指定交易，就是成员国
如因国际收支需要，可用 SDR 与 IMF 指定的其他
成员国换取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协议交易指的
是 SDR 持有者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交易，
无需 IMF 指定交易对手方，而且交易也未必与国
际收支有关。1987 年 9 月以后，所有 SDR 交易
均通过协议交易的方式进行，指定交易仅作为备
用选项，以便在流动性趋紧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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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 SDR 具有价值储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
段等诸多功能，交易也较为便利，但从创立之初至
今，SDR 并未被广泛使用。SDR 占国际储备的比例
持续下降，从 1972 年的最高达 6% 下降到 2015 年
底的不到 2.5%。这其中既有外界环境的原因，也有
SDR 本身的问题。
SDR 创设后不久，国际货币体系就发生了重大
变化。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美元与黄金的
脱钩，美元的供给不再受限，储备资产荒的问题也
就不复存在，国际社会对 SDR 的需求有所下降。同
一时期 , 国际上还讨论过建立“替代账户”等机制，
探讨将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有序地转化为 SDR，扩
大 SDR 使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然而，由于各方
始终无法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设立“替
代账户”的动议在经历了一波三折后无果而终。此外，
由于担心 SDR 的大量分配和使用会对美元和欧洲货
币的地位构成威胁，欧美等国对于 SDR 的分配并不
热衷，并推动 IMF 出台了一些限制性规定。20 世纪

80 年代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相对平稳
发展的时期，国际上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和 SDR 作用
的讨论也不再活跃。
当然 SDR 本身也存在设计缺陷。最初订立的条
款就规定 SDR 的使用仅限于官方部门，SDR 不能
直接用于对外支付，需兑换成可自由使用货币后才
能用于支付。初始的 SDR 货币篮子包含 16 种货币，
币种过多，价值计算复杂，操作性差，这也从一开
始就阻碍了 SDR 的广泛使用。
总而言之，尽管 SDR 本身具有多种功能，但由
于其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等种种限制，SDR 的作用
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度引发
了人们对国际货币体系和 SDR 作用的关注。今年中
国接任 G20 主席国后，也将扩大 SDR 的使用纳入
了 G20 议程。随着杭州峰会达成了关于 SDR 的相
关共识以及人民币的正式“入篮”，未来 SDR 有望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人民币走向 SDR 篮子货币 ——人民币加入 SDR 系列文章之三
（来源 ：新华网）

尽管多年来 SDR 的作用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
挥，但毋庸置疑，衡量一国货币是否成为国际储备
货币的一大标志就是该货币是否是 SDR 篮子货币。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着明确的程序
和标准。2015 年 3 月至 10 月，随着中国金融业的
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中国人民银行与 IMF 进行了高
密度、多层次的磋商，人民币逐步达到 SDR 篮子货
币的标准。
IMF 通过例行的 SDR 审查决定一种货币能否
成为 SDR 篮子货币
IMF 通常每 5 年对 SDR 货币篮子进行一次例行
审查。审查内容非常广泛，包括 SDR 篮子货币的数
量、SDR 货币篮子的构成、各货币所占权重，以及
用于决定 SDR 利率的金融工具及决定 SDR 汇率的
市场汇率等。
在 审 查 中，IMF 通 常 根 据 一 定 的 标 准 来 选 择
重点考察的货币，而并非通过一国的申请来决定是
否将其货币纳入考察名单。不是每次审查都会修改
SDR 篮子货币，事实上，历史上多数的 SDR 审查都
没有改变 SDR 篮子货币的构成，只是对各货币的权
重进行了微调。
SDR 审查的结论需要 IMF 执董会通过。一般
的调整，如修改 SDR 各篮子货币的权重等，只需要
获得执董会半数以上同意即可通过 ；如果需要修改
SDR 货币篮子的构成，则需要获得执董会超过 70%
的投票权同意 ；如果涉及 SDR 审查原则的重大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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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改变，则需要获得执董会超过 85% 的投票权同
意。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需要超过 85% 投票权
同意的情况。
SDR 篮子货币的标准
自 SDR 创立以来，为增强其作为储备资产的吸
引力，IMF 对 SDR 货币篮子进行了多次改革，SDR
篮子货币的选择标准也从出口单一标准逐步演变为
现行的出口和“可自由使用”双标准。
出口单标准阶段
创设之初，SDR 与美元等价，因此不存在 SDR
货币篮子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SDR 不
再与美元挂钩，IMF 于 1974 年启用了 SDR 货币篮
子。为了更好地反映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重要
性，保证篮子货币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核心作用，
确保它们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储备资产，初期 SDR 篮
子货币的选择标准为一国出口规模。IMF 选择了 16
个在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额中超过 1% 的成员国的
货币组成 SDR 货币篮子，即美元、德国马克、日元、
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
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朗、
丹麦克朗、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奥地利先令。
1978 年，由于各国出口份额的变化，SDR 货币篮
子曾进行小规模的调整，用沙特里亚尔和伊朗里尔
替代了丹麦克朗和南非兰特。

SDR
然而，由于 SDR 货币篮子中的货币数量过多，
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各篮子货币使用的方便程度存在较
大差异，部分货币由于存在资本管制，在使用其进
行支付和交易时存在一定障碍。二是由于篮子货币
数量较多，SDR 利率和汇率的计算工作较为复杂和
繁琐，而且部分篮子货币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
难以找到合适的利率工具，给 SDR 利率的确定带来
了一定困难。此外，SDR 持有者在对冲 SDR 的汇
率和利率风险时，需要针对 16 种货币分别配置相应
的资产，这在实践中很难实现，也意味着利率和汇
率的风险难以完全对冲。三是对 SDR 篮子货币中出
口排名刚刚过线的国家来说，其出口份额在全球中
的占比与排在其后面国家的差距往往较小，出口份
额排名发生调整触发 SDR 篮子货币作出相应调整的
可能性较大，这降低了 SDR 货币篮子构成的稳定性，
影响其发挥储备资产的作用。

SDR 增加了“可自由使用”标准。“可自由使用”是
IMF 的资金操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主要是为了
确保当 IMF 为一国提供贷款时，借款国从 IMF 所获
得的货币可以自由使用，即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其
国际收支需要。具体来看，“可自由使用”概念包括
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
使用”，这是为了确保该货币可以直接用于满足 IMF
成员国的国际收支需要，具体用“在官方储备中的
占比”、“在国际银行负债中的占比”和“在国际债
务证券中的占比”等指标来衡量。二是在主要外汇
市场上被“广泛交易”，这是为了确保当篮子货币
并非一国国际收支所需要的货币时，一国能够以相
对较低的成本将篮子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从而
间接满足其国际收支需要。这就要求 SDR 篮子货币
所对应的外汇市场必须有足够的深度，同时该货币
在“主要”的外汇市场均应被广泛交易。尽管 IMF
并不要求 SDR 篮子货币在“所有”的外汇市场均被
广泛交易，但是在根据时区来划分的亚太市场、欧
事实上的双标准阶段
洲市场及北美市场这三大市场中，SDR 篮子货币至
基于上述不足，IMF 于 1980 年将 SDR 篮子货 少应保证在两大市场中被“广泛交易”。在具体指标
币的选择标准改为前 5 年中货物和服务出口最大的 上，一般用“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占比”情况来衡量。
5 个成员国的货币，从而将 SDR 货币篮子简化为 5 一种货币必须同时具备“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
种货币，即美元、英镑、日元、法郎、德国马克。 的特性，才能被确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虽然“广
一直到 2000 年，货币篮子一直保持这 5 种货币不变。 泛使用”和“广泛交易”都有具体的衡量指标，但
此外，尽管未作为明确标准，IMF 在当时的历 是 IMF 在做出决定时主要依据“可自由使用”在功
次 SDR 审查中也参考了一些金融指标，包括一国货 能上的要求，而并非机械地依据货币在各指标中的
币在官方外汇储备所占比重、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占 排名。相关指标只是起到辅助作用，最终结论仍取
比以及买卖差价等，以确保该货币“可自由使用”， 决于 IMF 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后所做出的判断。
可以满足一国国际收支需要。精简后的 SDR 货币篮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的“可自由使用”和资本
子中的 5 种货币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实际 项目可兑换是有关系但不同的两个概念。货币的“可
上也满足上述标准。这意味着篮子货币的选择标准 自由使用”关注的是货币的国际使用和交易，只要
在实际操作中已经从出口单标准转变为出口和“可 求满足“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两个标准，与
自由使用”双标准。
资本项目的开放与管制无关，也并没有对 IMF 资本
项目分类中的 7 大项 40 小项的开放程度提出具体
正式的双标准阶段
要求。但是一国货币存在的资本管制过多，势必会
2000 年欧元诞生，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不再使
影响该国货币在国际上使用和交易的范围。因此，
“可
用。IMF 在 2000 年的 SDR 审查中用欧元替代了德
自由使用”的标准实际上隐含了对一定水平的资本
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将篮子货币调整为美元、欧元、
项目可兑换的要求。
英镑和日元 4 种货币。同时，IMF 还首次正式明确
对 SDR 篮子货币的操作性要求
将“出口”和“可自由使用”作为 SDR 审查的两个
标准。
一国货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后，如
在 2000 年的 SDR 审查中，IMF 首次明确将出 果想切实履行篮子货币的职能，还需要满足 IMF 资
口标准作为一国货币加入 SDR 的“门槛”标准，选 金操作的要求。比如对于 SDR 持有者来说，需要
择标准为前 5 年中货物和服务出口最大的 5 个成员 对篮子货币进行投资和利率、汇率风险对冲，这就
国的货币。这意味着出口规模是一国货币进入篮子 意味着 SDR 持有者需要可以进入 SDR 篮子货币所
货币考察范围的先决条件，只有出口规模符合标准， 对应的固定收益、外汇和衍生品市场 ；而为了满足
IMF 才有可能考虑该货币。相应地，这也表明只有 IMF 定价的需要，该国还需要提供相应的利率和汇
贸易大国的货币才有可能纳入到 SDR 货币篮子中。 率等。
实际上，除了 SDR 篮子货币外，世界上还有很多公
具体来看，一国货币成为 SDR 篮子货币，须
认的储备货币，如加拿大元、澳元、瑞士法郎等， 满足外国央行和储备管理者在以下几方面的需要 ：
它们未能被纳入 SDR 篮子货币的考察名单，在很大 一是可以投资该国债券市场，从而保证其可以根据
程度上与其没有达到出口标准有关。
SDR 货币篮子的构成来相应配置该国的政府债券等
IMF 在 2000 年 的 审 查 中 还 为 一 国 货 币 加 入 资产 ；二是可以投资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市场，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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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利率和汇率风险 ；三是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交
易，从而保证其可以将该国货币兑换成其他货币，
满足国际收支的需要 ；四是所有操作应方便、透明，
相关投资活动应有具有一定资质的金融机构提供代
理业务，以满足不同国家的需要 ；五是提供代表性
利率，以满足 SDR 利率定价的需要，该利率应由具
有市场流动性的 3 个月期利率工具决定 ；六是提供
市场化的代表性汇率，以满足 SDR 汇率定价的需要；
七是提供开立账户、托管等业务，完善金融基础设
施安排，以满足多种资产管理的需要。
一国货币在满足出口和“可自由使用”两项硬
性标准后，还需要满足操作性要求，才能保证其在
纳入 SDR 货币篮子后的有效操作。
2015 年的 SDR 审查指出 ：人民币已达到 SDR
篮子货币的标准
早在 2010 年的 SDR 审查过程中，人民币就已
经满足了 SDR 篮子货币的出口门槛标准，但由于当
时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人民币尚未达到“可自
由使用”的标准，因此未能成功“入篮”
。2015 年
正值新一轮 SDR 审查期，由于人民币仍然是 SDR
篮子货币外唯一符合出口标准的货币，因此审查的
重点仍是评估人民币是否符合“可自由使用”标准。
使用什么标准？ 2011 年，IMF 曾在二十国集
团（G20）的要求下对 SDR 审查标准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储备资产标准”。该标准主要衡量一国货
币储备资产的特性，同时不再与“可自由使用”及
IMF 本身的资金运作挂钩。从 IMF 的角度看，SDR
作为储备资产的特性意味着使用“储备资产标准”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再与“可自由使用”挂钩也
减少了对货币的操作性要求。但是改变现有标准也
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讨论新标准耗时较长，各国在
短期内就新标准形成一致意见面临一定困难，这有
可能拖延 SDR 审查进程 ；二是采用新标准还可能
给外界带来误解，认为 IMF 降低了 SDR 货币篮子
的选择标准以迁就中国。因此，人民银行周小川行
长在 2015 年 3 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明确表示，
支持 IMF 遵循现有标准开展 SDR 审查。这一表态
获得了各国及国际社会的良好反响，各方均认为这
展示了中国尊重标准、不走捷径、愿以较高标杆加
入 SDR 的积极态度。
使用什么指标？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从实体
经济领域开始的，中国经常项目的开放程度要大于
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这一特性意味着人民币在贸
易和服务领域的使用较多。此前“可自由使用”的
衡量指标主要关注货币在金融交易上的使用情况，
忽略了货币在贸易结算上的作用，并不能准确地反
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在将人民币纳入考察
范围后，IMF 对其现有指标体系进行了审视，认为
纳入新指标有助于更好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
情况 ；同时，增量数据较存量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
人民币的变化情况和趋势。因此，IMF 在本轮审查
中增加了“在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和“在贸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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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占比”两项指标，对“国际债务证券占比”指
标除了考察余额数据，还增加了增量数据。新的指
标体系有利于更全面客观地衡量人民币在全球中的
实际地位。
数据从哪里来？由于人民币国际化是在近年开
始迅猛发展的，一方面，包括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
成调查在内的一些数据库中还没有包含人民币的数
据 ；另一方面，部分数据更新过慢，如国际清算银
行（BIS）关于外汇交易的 3 年期调查，其上一轮调
查时间为 2013 年，新一轮调查时间为 2016 年，不
能及时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情况。此外，对于
新增加的指标，也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补充。在此
背景下，IMF 和 BIS 分别开展了特别调查，并补充
了新的数据源，妥善解决了数据问题，为 SDR 审查
的全面客观奠定了基础。
人民币走向“可自由使用”。自 2010 年 SDR
审查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
币跨境支付不断上升，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拓
展，人民币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广泛使用”和“广
泛交易”程度大大提高。根据 IMF 的最终审查报
告，在“广泛使用”方面，截至 2014 年，38 个国
家持有人民币资产约合 718 亿美元，占总外汇资产
的 1.1%，位于全球第 7 位 ；截至 2015 年第二季度，
人民币国际银行业负债约为 4790 亿美元，占全球
的 1.8%，位于全球第 5 位 ；截至 2015 年第二季度，
人民币国际债券余额约为 760 亿美元，占全球的
0.4%，位于全球第 9 位，而 2010 年人民币国际债
券余额为 80 亿美元，占比位于全球第 21 位 ；2015
年 1-6 月人民币新发国际债券约 280 亿美元，占全
球的 1%，位于全球第 6 位，2010 年人民币新发国
际债券为 7 亿美元，位于全球第 22 位 ；2014 年第
三季度至 2015 年第二季度，人民币跨境支付占全
球的 1.1%，位于全球第 8 位，2010 年人民币占比
为 0.1%，位于全球第 10 位 ；2014 年第三季度至
2015 年第二季度，人民币贸易融资占全球的 3.4%，
位于全球第 3 位，2010 年人民币贸易融资占全球的
1.1%，位于全球第 5 位。在“广泛交易”方面，香港、
新加坡、法兰克福和伦敦等离岸人民币中心快速发
展，人民币在主要外汇市场交易量也迅速增加。根
据截至 2015 年 4 月底的地区和国家调查数据，人
民币在六个地区交易中心的交易规模已达日均 2500
亿美元，BIS 最新的 3 年期调查数据也显示，截至
2016 年 4 月，人民币交易规模为日均 2010 亿美元，
交易规模位于全球第 8 位，而 2010 年人民币在外
汇市场的交易规模仅为日均 340 亿美元，交易规模
位于全球第 17 位。
与此同时，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向
外国央行类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
滚动发行 3 个月期限国债以提供人民币代表性利率、
加强数据透明度、延长人民币交易时间等，切实解
决了操作问题。

SDR
2015 年 11 月 30 日，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并
全票通过了 SDR 审查报告，认定人民币已经满足
了出口和“可自由使用”标准，决定将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SDR 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
元、人民币、日元、英镑 5 种货币，人民币在 SDR
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 10.92%，美元、欧元、日元

和英镑的权重分别为 41.73%、30.93%、8.33% 和
8.09%，新的 SDR 篮子将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生效。
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的过程，也是中国以建设
性的方式、遵照现有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参与 SDR
审查的过程，展现了中国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
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积极姿态。

人民币走向 SDR 篮子货币——人民币加入 SDR 系列文章之四
（来源 ：东方网）

SDR 的演进与发展，乃至近期的“扩篮”，经历
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其间不乏波折与停滞。人民币
加入 SDR，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夜之间实现的。回
顾人民币加入 SDR 过程中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
的重大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更好
地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

和 2014 年 11 月，中国相继启动了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RQDII）机制。2014 年 11 月，中国正式启动了沪
港通，为跨境证券交易提供了更多的渠道。经过多
年改革和开放，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的
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快速提升，
为人民币加入 SDR 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长时期的金融改革开放为人民币加入 SDR 打下
坚实的基础

配合 IMF 的 SDR 审查，中国需妥善解决人民
币加入 SDR 操作层面的一系列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对金融体系，特别是银
行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针对当时存在的问
题，首先对会计准则进行了改进，建立了金融企业
会计制度。通过对商业银行贷款实行五级分类制度，
掌握了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
中国继续打出改革组合拳，对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
进行剥离，并通过财政和金融体系拿出一部分资源
进行注资，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来改进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使其财务状况逐渐好转。
为了维持银行业体系的健康可持续运行，中国于
2003 年启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积极推
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强化了对银行的监督和财务约束，银行体
系的韧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为中国
成功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2015 年适逢 IMF 五年一次的 SDR 审查。近年
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持续增强，人民币初步具
备了加入 SDR 的条件，国际上对人民币入篮的呼声
渐高。面对这一历史机遇，中国审时度势，在对有
关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了推动人
民币加入 SDR 的重要决定。
从国际实践看，在确定一种货币是可自由使用
货币并被纳入 SDR 篮子时，须解决一些重要的操作
性问题。在 IMF 开展 SDR 审查的过程中，中国继
续推动经济金融改革与开放，特别是在开放债券市
场和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代表性利率和汇率、提
高数据透明度等操作性问题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人民币逐渐接近并达到了 SDR 篮子货币的标准和各
项操作性要求。

人民币成为 SDR 篮子货币，必然要求境外机构，
特别是境外央行类机构能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进行资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并 产配置和风险对冲操作。为此，2015 年 7 月，人民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体系相对稳健， 银行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允许境外央行或货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稳定和提升全球经济金融信 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央行类机
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亚洲邻国外汇市场和国际 构）自由进入中国银行 (3.400, 0.00, 0.00%) 间债
收支在危机爆发后均出现大幅波动，而人民币汇率 券市场并自由选择代理，且没有投资额度和产品限
保持了相对稳定，国际上对使用人民币的需求明显 制，满足了其对冲人民币利率风险的要求。同年 9 月，
增加，人民币国际化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 人民银行又向上述三类机构开放了银行间外汇市场，
顺应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律，顺势推动人民币在 允许其自由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自由选择代
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2009 年 7 月，中国正 理人以及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外汇兑换不受额度限
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 制，并可以获得更全面的市场数据。2016 年 2 月，
范围至完全开放境内外贸易结算。2011 年 1 月和 人民银行进一步向境外私人机构投资者开放了银行
10 月，中国分别启动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和 间债券市场，不设投资额度限制，债券市场的开放
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便利了人民币跨境 程度进一步提高。同年 4 月，人民银行通过发布《境
直接投资的使用。为了便于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外开 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业务流程》
展人民币证券投资，中国积极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 和《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业务
放，不断丰富资本市场的投资工具。2011 年 12 月 流程》，为境外央行类机构入市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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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一步便利了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截止目前，已有 43 家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债
券市场，27 家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
通过直接投资或代理的方式开展交易和投资。
人民币要成为 SDR 篮子货币，还需要提供人民
币代表性利率和代表性汇率，以便于对 SDR 进行相
应的估值和计息。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内各部门
密切配合，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支持。利率方面，自 2015 年 10
月 9 日开始，我财政部每周滚动发行 3 个月期国债，
在此基础上，以 3 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人民币的
代表性利率，用于计算 SDR 篮子货币的利率。汇率
方面，自 2015 年 8 月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个
交易日公布 5 个时点的参考汇率，为市场主体提供
了更多的市场汇率参考，其中下午 4 点的汇率被作
为人民币代表性汇率用于计算 SDR 交易的汇率。经
沟通协调，英格兰银行每天向基金组织提供中午 12
点伦敦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作为人民币加入
SDR 的定值汇率。纽联储和欧央行也将在伦敦闭市
时提供各自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了使人民
币在岸交易时段能够覆盖伦敦市场，自 2016 年 1
月 4 日起，中国将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系统每日运
行时间延长 7 个小时，并相应延长了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及浮动幅度、做市商报价等市场管理制度适用
时间。
如果人民币要成为篮子货币，必然要求为境外
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及相关业务的清算和结算提供
进一步的便利。为此，2015 年 10 月，人民银行进
一步明确了境外央行类机构在境内商业银行开立人
民币账户的相关规定，为其开展实际操作提供了必
要的条件。同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
期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上线运行，境内外金融机构
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资金清算和结算的效率大幅
提高，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便利。
配合 IMF 的 SDR 审查，中国积极提高数据报
送标准、增强数据透明度
人民币要成为 SDR 篮子货币，各界还期待中
国进一步提高数据报送标准并增强透明度。国际上
现行的数据公布标准主要是 IMF 根据各成员国不
同发展情况制定的两套标准——数据公布特殊标
准（SDDS） 和 数 据 公 布 通 用 系 统（GDDS）
，其
中 SDDS 在数据范围、公布频率和公布时效方面的
要 求 比 GDDS 更 高。 中 国 已 在 2002 年 正 式 加 入
GDDS，但一直未加入 SDDS，是少数尚未加入的
系统重要性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从中国自身的情
况看，主动提高数据公布质量和透明度不仅符合完
善中国统计体系和宏观经济决策的需要，也有利于
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 SDR 审查营造有利
的国际环境。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 G20 布
里斯班峰会上宣布中国将采纳基金组织数据发布特
殊标准（SDDS）承诺。人民银行和国内各宏观经济
部门通力协作，顺利完成了按 SDDS 标准公布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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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财政、金融等数据的技术准备工作。2015 年
10 月，人民银行在基金组织利马年会期间正式向基
金组织递交了中国正式采纳 SDDS 的文书。通过采
纳 SDDS，中国经济数据公布的频次更高，内容更
细致，数据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国际可比性进一步
提高，国际经济合作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基金组织官方储备币种调查（COFER）主要统
计各种货币在官方储备中的占比，是对国际储备货
币的权威调查。“货币在官方储备中的占比”也是衡
量 SDR 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标准的关键指标之
一。基金组织的 COFER 数据库中此前并没有单列的
人民币数据。2015 年，为配合对人民币加入 SDR
篮子的审查，基金组织开展了 COFER 的特别调查，
动员各国广泛参与该调查，以补充人民币的数据源。
在此情形下，中国参与该调查成为应有之义。人民
银行和外汇局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相关数据调查工
作，既满足了为 SDR 审查提供数据的需要，也有利
于中国根据国际标准完善自身宏观经济统计，为宏
观经济决策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与此类似，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银行业调查
（IBS）负责统计一国银行业的对外资产负债情况，
它是计算另外一个衡量“可自由使用”指标——“国
际银行业负债”的基础。截至 2015 年，在 29 家全
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中国银行业占据 4 席，在全
球银行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 G20 国家中，包
括中国在内仅有个别经济体未参加 IBS 数据报送。
为此，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协力配合，自 2015 年开
始参加 IBS 数据报送。参加 IBS 调查不仅可以向外
界展示中国开放和负责任的态度，也进一步提高了
中国金融数据的质量和透明度，为人民币加入 SDR
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基 金 组 织 的 协 同 证 券 投 资 调 查（CPIS） 负 责
统计一国对外证券投资情况，它是计算另外一个衡
量“可自由使用”指标——“国际债务证券”的基
础，是跟踪全球资金流向、识别系统性风险和研究
金融渠道溢出效应不可或缺的数据库。作为全球重
要的资金流入国和流出国，中国从 2015 年开始参
与 CPIS 调查，进一步提升了该数据库的完整性，同
时也为中国自身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人民币加入 SDR，对中国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提
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际社会
对中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关注度和敏感性明显上升，
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及时准确
地传递经济金融政策信息，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
2016 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
时，就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资本流动等国际
上普遍关注的问题加强了与市场的沟通，释放了清
楚、明确的政策信号，有效地稳定了市场预期。同时，
人民银行还积极与境外央行和国际机构保持密切沟
通，明确了境外央行类机构投资我银行间外汇和债
券市场的流程，并与国际机构就人民币资产配置的

SDR
技术细节和政策法规进行沟通，增强了国际投资者
对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在国际双边和多边场
合，中国也加强了与其他经济体的政策沟通和协调，
并利用 G20 主办国的身份，加强了舆论宣传工作，
有效引导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各方对中国经济和改
革开放前景的信心，为人民币正式加入 SDR 创造了
良好的国际环境。

里程碑，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新起点。应当
看到，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及储备中的地
位与其他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
应以人民币正式加入 SDR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金融
改革，扩大金融开放，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
兑换，完善公共治理框架，使中国金融业发展向更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永恒的主题， 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也是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的关键。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既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

人民币加入 SDR 的影响和意义 人民币加入 SDR 系列文章之五
（来源 ：新华网）

人民币加入 SDR 是中国金融体系历经几十年改
革开放不懈努力的结果，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综合
国力和改革开放成效的肯定与认可，也是中国金融
体系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承担新的责任
与义务的起点。毋庸置疑，人民币加入 SDR 对世界、
对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人民币加入 SDR 的直接影响
人民币资产自动配置需求会增加。一国货币被
纳入 SDR 类似于一只股票被纳入股指。当一只股票
被纳入股指后，凡是以该股指为标的进行投资的机
构都将被动对该股票进行配置。人民币加入 SDR 也
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
际清算银行（BIS）、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组织管
理着以 SDR 计价的资产，它们需要根据 SDR 篮子
货币权重进行资产配置。人民币加入 SDR 后，SDR
篮子的币种和权重会相应调整，这些机构也会相应
增加人民币资产。粗略估计，这部分流入人民币资
产的资金规模就将超过百亿美元。同时，许多国际
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的贷款以及不少国家的负债都
是以 SDR 来计价的，这些机构和国家通常都有对冲
SDR 篮子货币利率和汇率风险的需求，人民币加入
SDR 后就会增加对冲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风险的需求，
从而引发它们在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配置人
民币资产。
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获得正式认定。人民币
加入 SDR 前，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
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但是否将之视为外汇储备
由各国自行决定，标准并不统一。比如有些国家只
是将手上的人民币计为外汇资产，但不计入外汇储
备，原因是它们认为人民币没有达到储备货币的标
准。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希望将持有的人民币计为外
汇储备，但又得不到权威国际机构的认可和承认。
此外，由于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未得到明确认定，
相关的外汇储备统计也没有单独列出人民币，只是
将人民币与其他货币放在一起。人民币加入 SDR 后，

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就被认定，中央银行或
货币当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无可争议地被统一认
定为外汇储备。同时，IMF 也相应修改了外汇储备
币种构成调查 (COFER) 的统计报表，将之前统计的
七种货币增加至八种，人民币被纳入并单独列出。
参与 COFER 的各国都需要向 IMF 报送官方持有人
民币资产的情况，IMF 也会定期公布各国将人民币
作为外汇储备的汇总情况。
人民币将成为 IMF 官方交易货币。人民币加
入 SDR 意味着人民币是 IMF 认定的五种“可自由
使用”货币之一。根据 IMF 的规定，IMF 官方交易
使用 SDR 或可自由使用货币来进行，这些交易包括
向 IMF 缴纳份额、IMF 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成员国
向 IMF 还款、IMF 向成员国支付利息等。在人民币
加入 SDR 前，我国向 IMF 缴纳份额只能选择美元、
欧元、英镑或日元中的一种，实际认缴是用美元完
成的。人民币加入 SDR 后，我国就可以用人民币直
接向 IMF 缴纳份额，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做相应的技
术准备。而其他各成员国想用人民币向 IMF 缴纳份
额也都可选择人民币。比如，IMF 向各成员国提供
的贷款虽是以 SDR 计价的，但实际拨款和还款通常
是根据成员国的要求使用 SDR 篮子中的货币进行。
人民币加入 SDR 后，应成员国要求，IMF 可用人民
币向其拨款，而成员国也可选择用人民币进行还款。
人民币加入 SDR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官方使用人民币的动力将增强。我国已是许多
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对外投资国，各国对人民
币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但由于以前人民币储备货
币定位不清晰以及人民币使用便利程度不足等原因，
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有一定障碍，动力
也不足。人民币加入 SDR 后，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地
位获得正式认定，而在此过程中我国也采取一系列
措施提高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的便利程
度，因此各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意愿也大幅
增强。事实上，IMF 宣布将人民币纳入 SDR 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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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如新加坡、坦桑尼亚等，就宣布将人民币
纳入其外汇储备中。另一个例子是人民币加入 SDR
可以增强双边本币互换的吸引力。截至 2015 年末，
我国已与 33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规模达 3.31 万
亿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此前，人民币作为互换
资金的主要用途是便利双边贸易与投资，别国与我
国开展货币互换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随着人民币
加入 SDR，通过货币互换获得的人民币资金可直接
计入外汇储备，也可用于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弥补国
际收支缺口。我国货币互换的功能有了进一步拓展，
从而增强其他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开展货币互换的吸
引力。
有助于我国企业和个人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
用人民币。随着人民币加入 SDR，国际上对人民币
的认知度得到提高，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将增强，
这会减少境外使用人民币的阻力、增强使用人民币
的意愿，国外企业和个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也会
提高，从而推动人民币被越来越广泛地用在出境旅
游、留学、贸易和投融资等跨境交易中。而随着这
些交易越来越多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国内
企业和居民进行跨境交易会更加方便，结算、购汇
和套期保值等交易的成本也将降低，汇率风险将减
小。
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激励
当前，人民币已“跻身”SDR 篮子一员，这意
味着国际社会将以更高标准和国际货币责任的眼光
来看待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因此，人
民币加入 SDR 并非一劳永逸之事，中国需继续推进
改革开放的进程，使人民币成为名符其实的 SDR 货
币。

的金融体系做支撑，这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特别
是宏观审慎管理，包括进一步提高监管标准、完善
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等，从
而在开放的宏观经济格局和更趋复杂的金融市场环
境下增强我国金融管理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对我国综合宏观调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国际
社会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是对我国综合国力的认
可。随着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中国也需逐
步承担起一个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责任，这对我国综
合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
国际社会将对我国政府行为模式、治理机制、思维
方式、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更高的预期，期待中国能
够更加与国际接轨，更加开放和透明。
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意义重大
体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
币加入 SDR 说明，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正在提高，在重要国际
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得到不断提升。当前，全球
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
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也开始在更深层次和
更广领域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人民币加入 SDR 既
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的反映，同时也表明，
中国正逐渐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未来将在全面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国际金融规
则讨论和制定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经验表
明，过度依赖单一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内
在不稳定的。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深刻地
反映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的内在缺陷。
人民币加入 SDR 后，会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主要币种
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制度提出更高要求。 之一，未来可能出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我国会 立”的局面，这将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
像对待美国、英国等其他储备货币发行国一样有同 化，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同时，人
等期待。同时，随着人民币被广泛使用，我国货币 民币加入 SDR 意味着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
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不可避免产生 一次有新兴市场货币进入到 SDR 货币篮子，这有助
“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及使用人民币的企业和个 于改善以往单纯以发达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格
人造成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希望我国的货币政策 局，增强 SDR 本身的代表性和吸引力。此外，人民
框架和汇率制度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政策透明 币加入 SDR 还有助于提高 SDR 的稳定性，提升它
度更高、政策沟通更有效。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它作为国际储备货
对我国资本项目和资本市场开放提出更高要求。 币的功能，这也会进一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尽管人民币已经加入 SDR，但我国在跨境交易便利
总的来说，人民币加入 SDR 及相关改革对中国
程度、资本账户可兑换、金融市场开放等领域与美国、 和世界都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短期来看，人民币
英国等其他储备货币发行国仍有一定差距，这都是 加入 SDR 会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更深远的
阻碍人民币被更广泛使用、更好发挥储备货币功能 意义在于，对中国来说，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了
的障碍。未来，我国应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 新的动力，并且有利于促进国内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
兑换，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同时，发展多层次 对世界来说，这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正向更加合理、
的金融市场，拓展人民币资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并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
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随着我国对外 进一步完善。中国应以加入 SDR 为契机，进一步激
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跨境流动愈加频繁，我国 发市场活力，释放改革红利，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也日益复杂，面临的风险也越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
来越多。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的发挥需要我国稳健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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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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er Brown LLP
美亚博国际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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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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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er Brown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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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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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ayerbr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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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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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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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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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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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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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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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