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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欢迎汪洋副总理午餐会
（文字来源 ：CGCC 摄影 ：宿瀚奇）

11 月 22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
会）与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在华盛顿特区共同主办欢
迎汪洋副总理午餐会。黑石集团共同创始人、全球
主席兼董事长苏世民，美国前商务部长、前驻华大
使骆家辉，彭博创始人、慈善家、三度出任纽约市
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分别
致辞。美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美国贸易代表弗罗
曼等 600 余位中美工商界高管、中美政府代表团成
员、重要智库及非盈利组织代表隆重出席本次活动。
汪洋在发言中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经贸政策
取向以及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表示了信心，
“虽然美
国政府要换届了，但美国工商界与中国开展经贸合
作的热情没有改变。如果以今天午餐会的盛况预测
中美经贸合作的态势，前景一定看好！”
汪洋强调，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合作是唯
一正确的选择。“中美经贸合作是市场行为，根本
的动力在民间、在工商界，如果中美经贸合作出了
大问题，那不仅是中美经济的破坏，更会增加全球
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
汪洋从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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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三方面向美国工商界人士介绍了中国对外开放
的政策取向和营商环境的变化，包括设立知识产权
法院、向社会各界包括美方企业及相关机构公开征
求政策意见等措施。汪洋明确表示中国愿意让市场
越来越开放，营商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政策
法规透明度越来越高。“总之，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
方向大踏步前进。”
“中美建交 30 多年的历史证明，斗可以不破，
和必然两利。中美合作可以做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
界的大事。”
汪洋副总理此行将参加第 27 届中美商贸联委
会。汪洋表示，愿与美方相向而行，推动商贸联委
会取得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保障中美经贸关系在美
国政府换届期间平稳过渡，也为未来一个时期中美
经贸合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
徐辰主持午餐会，并邀请苏世民、骆家辉、布隆伯
格依次致欢迎辞。徐辰会长表示，美国中国总商会
成立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服务会员、促进中美之
间的商业往来。总商会期待着与社会各界及相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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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继续合作，为中美企业营造一个平等开放、互利
共赢的市场环境而共同努力。
苏世民先生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总商会对于中
美商业交流的贡献。他表示，中美关系在接下来几
年持续稳健发展至关重要。骆家辉先生赞美了中国
日新月异的变化，并表示尽管在最近的英国脱欧和
美国大选中，孤立主义情绪有所上升，但中美仍要
一起努力，共同证明贸易惠及两国人民。

并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着共同的愿望和期许，那就是过上富裕、健康、
幸福的生活。如今，中美关系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美国中国总商会向大力支持本次活动的全体会
员及合作方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特别鸣谢赞助商 ：中
国银行美国地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国际维生素集
团公司、华为技术美国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纽
布隆伯格先生在致辞中同样肯定了总商会在促 约中国中心、上海建工集团（美国）有限公司、复星
进中美商界合作方面的不断进步。布隆伯格先生认 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
为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进一步拓展中美经贸合作，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美国证券公司、三一美国公司、远
这其中就包括《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世界上最大 大美国公司、宝钢美洲有限公司、万科（美国）控
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 股公司、Pacific American Corporation、JH Steel
时候都更加重要。两国都从对方的发展中获益良多， International、美国威特集团、中兴通讯美国公司、
中远海运（北
双边合作潜力巨大。美中合作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纽约办事处、
美）有限公司。美国中国总商会将一如既往服务广大
创造就业，提高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布隆
伯格先生还向汪洋副总理转达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会员，为中美商业交流合作做出贡献。
格博士的问候。
作为午餐会的最后一位演讲嘉宾，美国驻华大
使博卡斯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中国企业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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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行《双行道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 25 年全景图》发布会
（文字来源 ：CGCC 摄影 ：BEN）

11 月 14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
会）、总商会基金会、荣鼎集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上海美国商会在纽约联合发布《双行道 ：中美双边
直接投资 25 年全景图》, 全面展现 1990-2015 年
间中美两国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发布
会吸引了 120 余位总商会中美会员企业高管、中美
政府官员及知名学者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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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lins，上海美国商会主席 Kenneth Jarrett
致欢迎辞。发布会上，来自荣鼎集团的创作团队，
荣 鼎 集 团 创 始 合 伙 人 Daniel Rosen 及 经 济 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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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lo Hanemann 对 报 告 内 容 作 简 要 概 括， 来 自
安永、远大集团、摩根士丹利、Newmark Grubb
Knight Frank(NGKF) 的商界代表就报告内容展开
了讨论。
徐辰会长在欢迎辞中说到，美国中国总商会和
总商会基金会始终致力于促进美国开放友好的商业
环境。近年来，中国对美投资额每年以 30%-40%
的速度增长，并且已经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额。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由总商会参与支持的荣鼎集
团报告将为中美两国各行各业人士提供最及时、准
确的信息，帮助大家以全新的视角理解中国对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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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鼎集团这份报告的重要意义所在。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 Kenneth Jarrett 表示上
海美国商会和美国中国总商会此次在《双行道》
上的成功合作，恰恰反映了中美投资的双向性、
中美两国商界的积极互动、以及两国商界对于
中美经济关系良好发展的共同愿望。Jarrett 评
价说，“这份报告的全新研究方法使得 25 年来
的中国对美投资数据与美国对中投资数据有了
可比性，这是非常宝贵的。”
荣鼎集团创始合伙人 Daniel Rosen 及经
济学家 Thilo Hanemann 对报告的研究方法和
主要结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报告通过对 1990
年以来每笔超过 1 百万美元的直接投资交易进
行识别、量化和统计，发现美国对华累计投资
额为 2,280 亿美元，中国对美累计投资额 640
亿美元，是中美官方常用统计数字的二到四倍。
报告还发现，中国在美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由
私营企业推动，近三年的投资平均 77% 由私营
企业主导。同时数据显示，中美相互之间直接
投资的行业组合正在迅速演变，行业分布、投
资动机、投资者组成较 20 年前都存在巨大差异。

资的意义。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Stephen Orlins 在
发言中讲到，正如 30 年前那些在中国投资的美国
公司创造了一大批中美关系友好人士一样，如今在
美投资的中国公司，尤其是美国中国总商会的会员
们，同样在为美国社会及中美关系的稳定做着巨大
贡献。“上个月，我们亲眼目睹了福耀集团为 Dayton 带来的重生，福耀在那里创造了 2,500 个工作
岗位，”Orlins 说。他还表示，中美之间的双向投资
规模实际上是被大大低估了的，而我们只有拥有准
确的数据，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这也是

参与座谈的嘉宾分享了他们对于中美双向
投资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的看法。远大美
国公司总经理王曙光指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审查对于中国企业在制造业的投资
仍造成一定挑战。阿里巴巴集团业务发展总监
Karen Lu 介绍了阿里云在投资美国的过程中如
何为美国的商业社区及合作伙伴创造最大价值。
安永美洲区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COIN）主管
合伙人张晓青与在场嘉宾分享了对于大选后中
美贸易投资关系的看法。
《双行道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 25 年全景图》
是总商会与荣鼎集团之间的重要合作项目，旨
在深入研究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新常态。总商会
对本项目的所有合作支持方表示诚挚感谢。总
商会与总商会基金会将一如既往努力支持对中
美经贸关系的研究，以促进中美商界的进一步
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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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金融委员会招待会
10 月 19 日，美国中国总
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在纽
约举办金融委员会招待会。总
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
行长徐辰主持招待会，中国银
行纽约分行战略及研究总监黄
小军博士就“人民币在美离岸
市场”发表主题演讲，总商会
新任金融委员会主席、副会长、
中国建设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
张骏作简要发言，26 家中美主
要金融机构代表出席招待会。
徐辰在开幕辞中提到，总
商会金融委员会一直以来致力
于为中美金融业人士提供高质
量的交流机会，在过去一年举
办了人民币国际化论坛、中美
金融对话等活动，并邀请了前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教授、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立群行长做客“名家讲坛”系列活
动。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金融委员会将
继续努力促进中美双边金融合作。
黄小军在分析人民币在美离岸市场的现状时指出，
2016 年是人民币国际化历程中成果丰硕的一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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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中国央行首次同意将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ＲＱＦＩＩ）试点地区扩
大到美国，投资额度为 2500 亿元人民币，以便利中美

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 ；同月，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将在纽约设立分支机构，进一步
开放中国的外汇交易 ；9 月，央行宣布授权中国银行纽
约分行担任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实现五大洲清算网
络全覆盖。
尽管成果颇丰，但黄小军认为，在美人民币业务
的规模尚不能与中美双边贸易投资规模相匹配，人民币
美国市场仍有巨大发展空间。2015 年，中美双边贸易
总额达 6268 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 2016 上半
年就达到 184 亿美元。历史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在货币
国际化的进程中，本国与他国的贸易结算通常有一半左
右是使用本国货币，但目前中美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
比例仅占 26%。在美国，人民币日交易量在 240 亿美
元左右，仅占美国日外汇交易总量的 1.9%。中美间规
模庞大的双边贸易与双向投资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提
供了充足动力。
黄小军认为，人民币在美离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有赖于中美两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鼓励更多美
资银行采用多货币清算系统以实现人民币清算、开发多
样化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提高双边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
的比例等等。
金融委员会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主席换届。中国建
设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张骏担任新任金融委员会主席。
张骏表示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在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
将继续利用各方资源，将金融委员会越办越好。
总商会诚挚感谢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广大会
员企业的长期支持，并将继续努力做好金融委员会，促
进中美金融业的交流合作。

美国中国总商会组织参加纽约感恩节公益志愿活动
11 月 25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美国中国总商
会基金会与纽约当地非营利社区服务组织 Crossroads Community Services 合 作， 在 纽 约 St.
Bartholomew’s 大教堂参加感恩节社区晚餐志愿
服务活动，并予以捐赠。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
国地区行长徐辰、绿地美国公司总裁兼 CEO 胡刚、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代表、中石化美国公司代表、远
大美国公司代表和总商会全体员工，与华尔道夫酒
店、乐天纽约宫酒店主厨一道，为曼哈顿中城社区
的低收入群体奉献一顿丰盛的感恩节晚餐。
总商会诚挚感谢全体会员企业对本次活动的大
力支持，并将继续努力通过此类活动帮助在美中资
企业提升企业形象、更好地实现企业社会责任。
美国中国总商会成立于 2005 年，是代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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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投资企业的非盈利组织。总商会旨在为来美投
资的中资企业提供服务，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争取相关利益，促进中美两国的商业交流与合作。
总商会会员涵盖在美国投资的各类中资企业及与中
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当地企业，其中 40 家会员企业
位列世界 500 强。经过 11 年的发展，美国中国总
商会已经成为中资企业在美国互相合作、共同发展
的平台，是维护中资企业在美利益的重要力量。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成立于 2014 年，是隶
属于美国中国总商会、符合美国税法 501(c)(3) 条
款的慈善基金会组织。基金会致力于帮助中资企业
在美实现其社会责任，回报当地社会，并促进美国
社会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企业的了解。

商会新闻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敦分会首届年会召开
（文字来源 ：中新网）

中新网休斯敦 12 月 2 日电 ( 记者 王欢 ) 美国中
国总商会休斯敦分会 ( 简称 ：休斯敦商会 )2 日举办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敦分会 2016 年年会暨颁奖典
礼”。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官员，重要会员单
位代表及其当地合作伙伴，美国中国总商会及其各
个分会的代表，美国地区知名企业代表，各大商业
团体的代表，中美关系友好人士等 200 余名嘉宾出
席了此次年会。
本次年会是休斯敦商会的第一届年会，旨在搭
建中美企业交流平台，沟通信息，表彰年度优秀会
员企业，进一步发展会员。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
休斯敦商会会长、中石油国际事业美洲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少林诚挚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致开场辞，
他指出，一年来，休斯敦商会的会员单位进一步增加，
涉及的行业领域继续扩大，分会在宣传中国的发展
变化，促进中资企业在美南八州的发展，加强与美
国政商界的互动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
徐辰致欢迎辞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总领事李强民
发表了主旨演讲。美国国会议员艾尔·格林从机场
赶来，对休斯敦商会促进美中友好关系、促进美中
商贸良性发展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得州州议员吴
元之也派代表发来贺信。

易伙伴的地位，在美投资更以每年 30-40% 的速度
增长。事实证明，只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中美经
贸关系必会达到更高水平，为双方各界带来更多利
益，造福两国人民。
李强民对美南地区中资企业为促进中美经贸关
系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和休斯敦中资企业商会的
工作表示肯定，希望美国中国企业总商会、休斯敦
分会、各中资企业和伙伴企业在 2017 年取得更大的
成绩。
年会上，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副总领事刘红梅
和商务参赞周振成为在 2016 年度对中美经贸关系及
休斯敦商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石化美洲公司和耶
茨建筑公司两家会员企业颁发了“年度会员奖”；天
津钢管公司因对当地社区做出贡献获颁“年度社区
贡献奖”；本年度发展迅速的仁和智本 ( 美国 ) 有限
公司得到“年度新星会员奖”；对 2016 年度商会各
项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的安永会计事务所，获得“年
度特别贡献奖”。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敦分会系美国南部八州及
属地波多黎各的中资企业组成的非盈利组织，宗旨
是为来美南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服务。美南地区现
有中资企业 220 家，投资额逾 200 亿美元，创造就
业岗位 5000 余个，其中玉皇化工美国公司、美国
李强民表示，经贸往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海信、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休斯敦营业部、中兴通讯
和“稳定器”
，双方的经贸合作最实在、最稳固，也 美国公司等 67 家中资企业已成为休斯敦商会的会
是双方利益交汇最多的领域。近年来中美经贸发展 员。
势头非常好，中国在 2015 年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
美国中国总商会热烈祝贺休斯顿分会年会成功
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中国继续保持美国第一大贸 举办，祝愿休斯顿分会越办越红火！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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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法律与政策系列活动之二“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专题简报会”
（文字来源 ：CGCC 摄影 ：BEN）

10 月 21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
会）与 Stroock & Stroock & Lavan LLP 法律事
务所（以下简称 Stroock ）在纽约共同举办第二场
法律与政策系列活动“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专
题简报会”。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周善青，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出席简报
会并发言。Stroock 特别顾问，前美财政部高级顾
问 Anne Salladin 和 Christopher Brewster 介绍
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基本流程、
经典案例及 CFIUS 最新政策动向。来自中美金融、
投资、法律、企业界的 70 余位总商会会员嘉宾出席。
徐辰在开幕辞中说到，CFIUS 审查是中国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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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领域最受热议的话题之一。根据总商会历年来
的《在美中资企业商业调查报告》，有 10% 的受访
企业曾经因为 CFIUS 审查的相关顾虑而放弃在美
投资，25%-35% 的受访企业表示对 CFIUS 审查
的透明度存有疑惑。因此，总商会希望通过这场简
报会增进大家对 CFIUS 审查 的了解，使得中企赴
美投资更加顺畅。
周善青参赞在讲话中指出，尽管中国对美投资
仅占美国全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 3%，20122014 年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对美投资受到 CFIUS 审
查案例数最多的国家，累计案例占全部案例数的近
2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迫切需要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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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上加强沟通。

Brewster 从政策层面对 CFIUS 做进一步分
析。他说 ：
“中国企业投资受到 CFIUS 审查案例
的增多，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对美投资的显著增长。
CFIUS 并不针对中国。”Brewster 还指出，CFIUS
的基本逻辑在于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与经济利益相
互协调，CFIUS 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纯粹基于
政治考量”。

Salladin 介绍到，CFIUS 审查程序可以由交
易任何一方主动申报启动，但也可以由美国总统或
CFIUS 成 员 要 求 启 动， 分 为 审 查（Review）、 调
查（Investigation） 和 总 统 裁 决（Action by the
President）三阶段。根据经验来讲，中国企业所经
历的 CFIUS 审查大概耗时 75 天完成。她认为，主
动申报 CFIUS 审查对于赴美投资的中资企业的意
今年 9 月，美国 16 位国会议员联名发表公开
义在于，一旦通过，可以为交易提供一个“安全港”， 信称，需要对 CFIUS 进行升级，随后，美国国会
保护交易不会在达成后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而被撤 政府责任办公室（GAO）表示将在四个月内启动对
销，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CFUIS 职权和功能的调查，而后给出是否加大对其
Salladin 建议，对于有可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 投入的建议。对此，Brewster 建议中国企业密切关
的交易，双方在谈判初期，就应预估美方政府的关 注，但不必过于紧张。“从政策研究到立法，有诸多
切及相应的 CFIUS 可能要求的缓解措施（mitigation 因素可能影响 CFIUS 审查的未来走向”，Brewster
measures），从而对交易予以调整。Salladin 鼓励 说。
企业针对有关交易主动申报 CFIUS 审查，并在审
查正式开始前与 CFIUS 进行非正式磋商，尽可能
提供有关交易的充足信息，最大限度减少在正式审
查阶段的困难，提高通过审查的可能性和速度。

总商会特别鸣谢 Stroock & Stroock & Lavan
LLP 法律事务所对本次活动的鼎力支持。总商会将
继续努力整合法律、政策等方面的专家资源，为会
员朋友们提供及时、深度的分析，促进中美工商界
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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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2016 中美零售峰会暨一带一路国际零售业论坛”
（文字来源 ：CGCC 摄影 ：BEN）

12 月 8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协同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国旅）在纽约共同举办了“2016 中
美零售峰会暨一带一路国际零售业论坛”。80 余位
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了此次峰会。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中国商
业联合会会长姜明和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
赞周善青发表了欢迎辞。
徐辰会长对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和
发展做了简要分析，提到最近两年的投资额有超过
80% 都来自民企。美国中国总商会作为最大的代表
在美中国企业的非营利组织，欢迎更多中资企业来
美投资。

展空间。”
周善青参赞再次肯定了零售市场在中美商业关
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说道 ：
“在 2015 年，中国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超过 30 万亿人民币，美国零售业
销售额达到 4.7 万亿美元。中美两国零售业合作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
在峰会上，The Doneger Group 全球战略与
传播高级副总裁 Roberto Ramos 发表了以“消费
者时代——品牌互动新形式”为题的主旨演讲。当
今科技的发展使得零售业市场不断革新，一系列新
的理念也给零售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线上线下
结合的消费模式让零售业企业更加注重消费者的心
理需求、社区融入和情感互动。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在随后的发言中指出 ：
在此之后，峰会举办了两场专题研讨会，主题
“中国的经济正面临关键时期的转型。在以前传统的 分别为“2017 中美经济展望及对消费者的影响”和
经济模式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 “线上与线下 ：全渠道时代零售业的机遇与挑战。”
服务业排名第三。而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为由
参加专题研讨会的嘉宾包括 ：C-Bridge Capi内需拉动增长，服务消费行业已经占到 GDP 比重
tal
Partners
共同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Peter Reis的 50% 以上。这给零售行业的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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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跃红 ；彭
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部总经理 Michael
McDonough ；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金融工作委员
会常务副会长高力强 ；Talmage Advisors 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Liz Dunn ；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全球政
府关系副总裁 Paul Dyck ；美国塔博曼购物中心公
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国华 ；Lazard 全球电信、传
媒与科技副总裁 Alex Chenesseau。

此次峰会成功地为中美在零售、物流、通信和
金融领域的行业翘楚创立了互通交流的机会。美国
中国总商会特别感谢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方中国商
业联合会，协办方中国国旅，以及在峰会上发表演
讲的各位嘉宾。美国中国总商会将继续为中美双方
在经济贸易上的交流合作做出贡献。

美国中国总商会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表扬！
（文字来源 ：CGCC）

昨 日 11 月
30 日，美国中
国总商会收到
了来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
部 的 信 函， 祝
贺 11 月 22 日
欢迎汪洋副总
理午餐会活动
在华盛顿成功
举办！
总商会在
此再次感谢全
体赞助商对活
动的鼎力支持，特别鸣谢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中
国电信美洲公司、国际维生素集团公司、华为技术
美国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CHINA-US SKY
CLUB、上海建工集团（美国）有限公司、复星国
际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美国证券公司、三一美国公司、
远大美国公司、宝钢美洲有限公司、万科（美国）

控股公司、海航集团、金环建设集团、美国威特集团、
中兴通讯美国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纽
约办事处、中远海运（北美）有限公司、中国交通
建设（美国）有限公司。
此外，总商会诚挚感谢中美各兄弟机构、合
作 伙 伴 对 活 动 的 广 泛 宣 传， 特 别 鸣 谢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Busines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ast West Institute，及中外各大媒体伙伴。
本次活动得到了全体会员的积极响应，大家的
支持与信任是对总商会的最高褒奖。我们定当不忘
初心，再接再厉，更好地服务广大会员，为中美商
业交流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同时，总商会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感谢活动当天
优秀的志愿者们 ：包宁、苏雪琦、陈思韵、徐可、
王梦苏、高婧婷、张昕钰、龚雯、郭天凯、贺雅稚、
张筱钰、贡雯琬、刘子潇、宫琳婷、张力、张海凌。
你们的专业态度和勤劳付出是活动当天最靓丽的风
景线！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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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量联行携手中建美国呈现新泽西住宅项目泊·岸
（来源 ：中国日报网）

2016 年 11 月 7 日， 北 京 —— 由 中 国 建
筑 (CSCEC SH.601668) 全 资 子 公 司 中 建 美 国
(CCA) 旗下地产投资平台 Strategic Capital 倾力
打造豪华高层住宅项目泊·岸 (Park and Shore)
于 10 月 27 日举行奠基仪式，正式破土动工。
仲量联行携手中建美国隆重呈现新泽西豪华住
宅项目 WStrategic Capital 是一家全球顶级的投
资管理公司。作为中建美国在美洲的投资平台，凭
借中建美国在美洲地区积累三十余年的丰富经验，
专业、国际化的开发理念，以及行业领先的成熟技
术，Strategic Capital 将为大纽约地区高档公寓市
场注入新的血液，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仲量联行携手中建美国隆重呈现新泽西豪华住
宅项目泊·岸
泊· 岸 位 于 泽 西 城 著 名 的 宜 居 社 区 新 港
(Newport)，毗邻哈德逊河，坐拥对岸曼哈顿极致
美景，公交通勤至曼哈顿公交仅需数分钟。近年新
港社区兴起一批出租型公寓建筑，但出售型公寓屈
指可数，泊·岸的出现将填补这一空白，满足与日
俱增的市场需求，为置业者提供理想的居住环境。
知名人士表示 ：
“这个项目展现出泽西城地产
市场的繁荣，从水岸地区到整个城市，泽西城不断
吸引着大量投资。这是自去年来我们城市动工的第
二个出售型公寓项目，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有意
愿在此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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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宁总裁也在奠基仪式上表示 ：
“非常荣幸可
以与泽西城市长 Steven Fulop 先生和中国驻纽约
总领馆周善青参赞共同见证泊·岸项目动工。泊·
岸是近年来市场上不可多得的优秀楼盘，受到泽西
城、纽约市以及更多地区购房者的广泛关注。我们
非常期待项目的盛大开盘。”
泊·岸项目由公园大道 75 号 (75 Park Lane)
与临岸公馆 (Shore House) 两栋别具风格的建筑
组成。
公园大道 75 号高达 37 层，坐拥无与伦比的
哈德逊河景与曼哈顿天际线的迷人景色，引领了泽
西城现代高端出售型公寓的新风尚。其 358 套精
致住宅单元，为住户提供了从单间、到三室一厅、
乃至豪华顶层套房的全户型选择。
临岸公馆与公园大道 75 号仅一街之隔，遥相
呼应，散发纽约翠贝卡和布鲁克林浓郁的新工业主
义风格。公寓主打一室一厅与二室一厅户型，总共
71 套精品住宅将为住户营造城市乌托邦的闲适与
便捷。
仲量联行携手中建美国隆重呈现新泽西豪华住
宅项目泊·岸
“ 近 年 来， 泽 西 城 凭 借 其 生 活 品 质、 文 化 氛
围 与 性 价 比， 已 成 为 最 受 购 房 者 青 睐 的 地 区 之
一，”StrategicCapital 首席开发官 Phillip Gesue

会员新闻
先生谈到。
“泊·岸不仅能够满足纽约和泽西城买
家日益增长的购房需求，还将给该地区带来媲美曼
哈顿豪华住宅的全新品质与服务。”

享办公和会议空间一应俱全。项目所在的新港不仅
拥有泽西城最新的水滨景观公园之一，更不断定义
着国际化的用餐感受和时尚的休闲娱乐体验。

泊·岸的建筑与室内设计由著名澳大利亚建筑
设计公司伍兹贝格担当，该公司的代表作包括纽约
巴卡拉酒店与公寓和旧金山的豪华公寓 2177 Third
Street 等。伍兹贝格通过泊·岸将对典雅美学与精
致生活的认知与诠释带入新港社区，给予住户无与
伦比的居住体验。

仲量联行华北区国际住宅部总监张宏女士表
示：
“泊·岸 Park and Shore 对中国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质项目。项目所在的区域正对
纽约下城区华尔街，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住户数分钟
内到达曼哈顿下城区和中城区，而纽约和新泽西又
是全美优质教育资源聚集地，是许多置业者和投资
者的热门区域选择之一 ; 此外，未来更多知名金融
和高新科技企业的入驻，更是投资回报最有力的保
障，相信该项目在中国市场推出后必将受到投资者
的欢迎。”

泊·岸的全方位顶级服务设施，为住户提供度
假酒店级别居住体验—独享泳池、高端 spa、景观
健身房、屋顶酒廊、儿童游乐室、高球模拟器、游
艺室、品酒室及私家用餐包房、多媒体影院以及共

中国银行发布 2016 年 9 月份跨境人民币指数（CRI）
（来源 ：金融时报）

中国银行 (3.500, -0.01, -0.28%) 发布 2016
年 9 月份跨境人民币指数（CRI）

境内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为人民币国际
化增添新动力。9 月份，人民银行及外管局联合发文，
本报北京 11 月 30 日讯记者李岚报道中国银行 对 RQFII 投资额度实行备案或审批管理，为人民币
日前发布 2016 年 9 月份跨境人民币指数（CRI）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市场提供了更大
结果显示，9 月份 CRI 指数为 253 点，较上月下 便利。上海自贸区人民币债券正式推出，自贸区内
的人民币债券投融资成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新
降 3 点，较上年末下降 23 点。
渠道。熊猫债发行趋向活跃，中国银行近期先后协
本月指数运行显现以下特点 ：跨境人民币指数 助多家境外主权机构及跨国公司发行熊猫债，发行
轻微回落。跨境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中人民币使用 主体更加丰富。境内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为扩大
保持活跃，但跨境货物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 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例较上月下降，导致本月指数继续轻微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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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黑石集团成最大股东海航集团收购希尔顿 25% 股份
（来源 ：科技世界网）

中 国 海 航 集 团 10 月 24 日 宣 布， 将 以 65
亿 美 元 的 价 格 收 购 酒 店 连 锁 品 牌 希 尔 顿 (Hilton
Worldwide Holdings Inc)25% 的股份。股份将由
希 尔 顿 目 前 最 大 股 东 黑 石 集 团 (The Blackstone
Group) 出售。

占比降至 20.75%。

海航公司将以每股 26.25 美元的价格收购，相
比希尔顿目前的股票价格高出 3 美元左右。收购之
后，海航集团将以 25% 的比例成为希尔顿最大的股
东，黑石集团则将成为希尔顿第二大的股东。股票

店业，该公司在 4 月曾经出资收购 Carlson Hotels
Inc。后者是 Radisson 酒店连锁的所有公司。同时
也拥有 Rezidor Hotel Group AB 公司 51.3% 的控
股权。

海航酒店集团董事长白海波曾对媒体表示 ：海
航的飞机飞到哪，海航的酒店就要开到哪。而作
为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之一，希尔顿集团业务
覆盖全球 104 个国家和地区，旗下拥有超过 4700
希尔顿公司股票本周一 (10 月 24 日 ) 受到收购 家星级酒店、度假村和酒店，客房数量有 77 万多
交易影响，纽约盘中上涨 3.71% 至 23.76 美元 / 股。 间。不仅如此，希尔顿集团下属还包括多个酒店品
但随后逐渐回落。市场对于这一收购交易的反应并 牌，比如康莱德酒店及度假村（Conrad Hotels &
没有投机交易者预期的那么强烈。黑石集团作为交 Resorts）、Curio、以及希尔顿逸林酒店（Double
易的实际受益者，股票周一上涨 2.83% 至 24.75 Tree）。
美元 / 股。
此次交易是海航集团今年内第二次投资美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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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在美国举办首场业务推介活动
（来源 ：科技世界网）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是中国特大型的国有通信企 休斯敦分会会长李少林、美南地区一些电信运营代
业，也是上海世博会的全球合作伙伴，连续多年入 销商及用户约百人应邀出席。
选 " 世界 500 强企业 "，
主要经营固定电话、移动通信、
李强民在致辞中表示，包括中国电信在内的中
卫星通信、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等综合信息服务。
资企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
目前，中国电信的信息技术业务遍布全球 30 个 开拓美国市场，扩大了中美经贸合作，为繁荣当地
国家和地区，为全球企业提供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税收作出了贡献。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举办了美南地
区的首场业务推介活动。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美国中国总商会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副总裁赵晖表示，
2000 年，
中国电信首次来美拓展业务，目前在美国的客户已
达 5 万家。日前，公司还在得州北部城市达拉斯设
立了得州营业部。

比亚迪在美推出纯电卡车
（来源 ：比亚迪商用车 ）

11 月 10 日，比亚迪与美
国环卫车辆巨头韦恩工程公
司共同宣布即将推出全新纯
电动环卫卡车。该车辆由比
亚迪提供驾驶室和底盘，由
韦恩设计和制造上装，接下
来一年内将会在全美各城市
试运营。
韦恩工程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环卫车辆生产商，
致力于提供最节能环保的垃圾收集方案，有着超过
半世纪的经营经验。据比亚迪高级副总裁李柯女士
介绍，该环卫卡车除了零排放和噪音小等优点之外，
得益于油电差价，还能有效降低近 58% 的运营成本。
“纯电动环卫卡车的出现，标志着垃圾处理产业进入
新纪元。我们非常高兴能与韦恩工程合作，用绿色
科技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

境，配备有更宽阔的前窗玻璃和更稳定的工作性能，
让车辆无论在拥挤的马路或是狭窄的小巷都能游刃
有余。载重 3.9 吨，充电 2.5 小时即可行驶 160 公里，
如此优异的续航表现在业界亦处于领先地位。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在寻求更环保、更节能的
垃圾运输方式，如今非常高兴与比亚迪合作，共同
开创绿色未来”，韦恩工程的 CEO Kevin Watje 说
道。

该卡车的驾驶室设计充分考虑清洁工的作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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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欲收购机载无线网络和娱乐系统供应商 GEE
（来源 ：网易财经）

GEE 早已与中国企业有过合作，2013 年 8 月
16 日 GEE 与中国卫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
录，共同开发、实施和支持中国航空公司机载通信
并为其提供开展此项业务的解决方案，还为飞往和
飞经中国领空的非中国航空公司提供支持。中国卫
通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从事卫星
运营服务业的子公司。根据备忘录，EGG 旗下子公
司 Row 44 提供基于卫星的机载通信平台，包括硬
件和软件。

海航欲收购机载无线网络和娱乐系统供应商
GEE

另一方面，海南航空这些年也在从单一的民航
运输企业向一个纵向整合的多元化企业转变。根
据海南航空 2015 年年报，海航 2015 年营业收入
为 352.25 亿 元，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330.77 亿 元， 其
中 航 空 客 运 收 入 320.67 亿 元， 占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96.95%，全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0.03
亿元。

前海航总经济师文小芒曾写文分析称，海航由
于资本金不足，进行产业链扩张的主要手段就是借
据 wind 资 讯 消 息， 海 航 考 虑 收 购 航 空 机 钱并购，并购整合完毕后，用整合项目未来收益继
载 无 线 网 络 和 娱 乐 系 统 供 应 商 Global Eagle 续借钱，继续并购。从 2007 年开始，海航并购扩
Entertainment（简称 GEE，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 张导致的企业总资产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30% 以上，
ENT）。对此，有海航内部人士告诉网易财经，目前 在 2010 年到 2011 年的两年间，总资产增长率超过
还没有相关信息。
40%。
GEE 是一家面向航空公司提供内容、连接和数
而经过十多年不停的大规模并购，海航高峰时
字媒体解决方案的全球性提供商，为世界各地航空 期超过 700 公司，经过最近两年的调整，关掉了
公司提供基于卫星的航空机载无线网络和基于个人 260 多家，还剩 400 多家，关掉的主要是海运板块
移动终端的娱乐系统。该公司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 的企业。

中国人寿纽约开业
( 来源 ：人民网）

16

人民网纽约 11 月 18 日电（记者张彬、李秉新）
中国人寿纽约代表处日前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
举行了庄重简朴的开业仪式，这是继 11 月 11 日伦
敦代表处成立后，中国人寿在全球另一重要金融中
心纽约设立的首家办事机构。

中国人寿集团副总裁刘慧敏在开业仪式上致辞
说，中国人寿纽约代表处的设立表明了中国人寿深
化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决心，中国人寿将秉持“成己
为人 成人达己”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与大家共同
构建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务参赞周善青到会对代
表处的设立表示祝贺。他说，11 月 14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确认中美双
方将进一步加强合作。习主席还指出，中美两国需
要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特朗普也认为美中
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在这一共识下，未来中美
两国互利合作的机会将越来越多。中国人寿在美投
资体现了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信心，此时在美设
立代表处将助力未来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致辞，对中国人
寿设立纽约办事处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乐见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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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徐辰对中国人寿加入在美
中资机构的大家庭表示欢迎，并期待在多个领域共
同合作。路博迈集团董事长乔治· 沃克尔、瑞联集
团主席史蒂芬·罗斯等嘉宾出席揭牌仪式并致以祝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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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全球化战略翻开崭新一页
（来源 ：乐视）

美 西 时 间 10 月 19 日， 备 受 全 球 关 注 的 乐 视
（LeEco）正式全面落地美国发布会在旧金山艺术宫
隆重举行，这个一直被称为“BigBang”的发布会
主题为“打破边界，点燃生态世界”。
乐视在美发布全新内容开放战略
在此次发布会上，乐视向美国用户详细介绍了
乐视垂直整合、开放闭环的生态理念和 UP2U 模
式，宣布乐视全球独创的“平台 + 内容 + 终端 + 应
用”的生态系统正式全面落地美国。强大的遍布全
球的乐视云平台，横跨终端作为生态中枢的 EUI 系
统，包括生态电视、生态手机、超级自行车、乐视
VR 等在内的丰富创新的智能终端，去除渠道溢价
全流程直达客户的乐视商城（Lemall），乐视独创的
LeView、LeLive、LE 等强大应用，再加上不久即
将量产上市的超级汽车，将为美国广大用户带来前
所未有的生态生活。

下为用户提供无与伦比的极致体验，另外，乐视的
平台还为这些内容商带来了额外的广告会员收益和
品牌增值机会。
和在中国类似，乐视向美国用户也推出了生态
会员服务，乐视会员在美国的名字为“EcoPass”，
EcoPass 作为生态世界的通行证，打通各生态领域，
为用户提供更多维、更新颖、更全面且完善的体验。
据悉，首批购买乐视超级电视和超级手机的用户，
将会成为美国第一批 EcoPass 会员，他们可以享
受到的生态权益包括 ：丰富的在线影视及直播观看
服务、无限量照片和高清视频存储服务、电视和手
机保修服务、乐视商城（lemall.com/us）会员独享
折扣，未来更多精彩权益将以 UP2U 的方式邀请用
户参与，不断扩充。Big Bang 发布会当日并未公布
EcoPass 定价，据乐视高层透露，最终的定价也将
以 UP2U 的方式由用户来决定，并于 2017 年初向
广大用户进行公布。

乐 视 公 布 了 在 美 国 的 内 容 开 放 战 略， 建 立
电视、手机、汽车、自行车多款生态硬件跨界
Le“ 内 容 超 级 市 场 ”， 通 过 和 Netflix、google、
同发
Hulu、SHOWTIME、SLING TV 等美国一流的内
智能终端硬件方面，此次乐视发布了系列超级
容商达成合作，搭建最丰富的内容平台，通过超级
电视、超级手机等终端硬件和统一的 EUI 系统更好 电视新品、超级手机新品，包括 uMAX85 和第四代
的呈现由这些内容商提供的内容，在乐视云的支持 超级电视 X43 pro、X55、X65，以及第三代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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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乐 pro3、乐 s3。
致力于颠覆现有家庭影院的 uMAX85 此次为全
球首发，它重新定义了家庭影院，采用超高清 4K、
3D 屏幕，配备最快的四核 A72 架构智能电视处理
器、4G 内存、64G 存储、高动态范围（HDR）以
及 448 个独立光源控制的背光分区等，定价为行业
颠覆性的 4999 美元。
乐 pro3 是全球最窄的 5.5 寸手机，极致纤薄，
采 用 高 通 骁 龙 821 芯 片， 配 备 4070mAh 超 大 容
量电池、6GB 内存及 64GB 存储器，是采用骁龙
820/821 的主流机型中拥有最大电池容量的智能手
机，定价仅为 399 美元。乐 s3 采用高通骁龙 652
芯片、800 万像素前置摄像头、1600 万像素后置
摄像头、3GB 内存等同级别手机顶级配置，定价仅
为 229 美元。乐 pro3 和乐 s3 均具有乐视开创的
CDLA 音频技术、Type-C 接口、超声波指纹识别
以及快充 3.0 技术等。
除了超级电视和超级手机，乐视还宣布将乐视
体育的超级自行车带入美国，乐视 VR 也将是另一
个将在美国推出的智能终端产品。
乐 视 还 宣 布， 目 前 已 经 与 ATT 和 DirecTV
Now 达成合作，将为超级电视和超级手机用户带来
颠覆性价值和体验。DirecTV Now 的首席营销官
Brad Bentley 先生也来到现场，介绍了将和乐视合
作推出的内容服务。
乐视生态一直致力于改变传统的商品定价模式
和消费观，去除品牌溢价和渠道溢价，让用户只为
核心价值买单。对于超级电视和超级手机等硬件产
品的定价是这种生态定价模式的突出体现。
LeMall 用 UP2U 模式打造全球生态平台
LeMall（乐视商城）则是美国用户直接接触乐
视生态和购买乐视生态产品的首要入口，也是乐视
践行 UP2U 理念的重要载体，所有的乐视产品和服
务 都 能 够 在 LeMall 上 购 买。Lemall 将 在 2016 年
11 月 1 日开启登陆美国之后的第一次抢购活动，10
月 19 日发布会当天即开启预约，11 月 1 日上午 10
点抢购活动正式开始。

亮相，LeEco 北美总裁、乐视智能终端海外业务
总裁 Richard Ren（任宏亮，曾任华为西欧消费者
业 务 总 裁 ），LeEco 北 美 CMO Todd Pendleton
（曾任三星 CMO），乐视北美研发高级副总裁 Rob
Chandrok（曾任高通互动平台总裁兼高通技术公
司 高 级 副 总 裁 ），LeEco 北 美 首 席 营 收 官 Danny
Bowman（ 曾 任 三 星 首 席 销 售 运 营 官 ），LeEco
北 美 内 容 总 经 理 Jeff Briller，LeMall 北 美 总 经 理
Bienca Yang 等。
乐视生态美国盛大落地 引领世界经济进入 ET
时代
乐视创始人兼董事长 YT Jia（贾跃亭）也在发
布会最后环节登台。并公布了关于乐视造车计划的
重磅消息 ：LeSee 的升级版本 LeSEE PRO 正在
英国参与由迈克尔？贝执导的《变形金刚 5》的拍摄；
乐视战略合作伙伴法拉第未来（Faraday Future 简
称 FF）的首款量产智能电动汽车将在明年 CES 展
上正式发布。
2016 年是乐视全球化元年，在此前，乐视生态
已经在香港、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落地，而
此次发布会标志着乐视生态在美国的全面落地，也
标志着乐视的全球化战略取得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性
胜利。
“ 有 人 说，LeEco 是 中 国 的 奈 飞， 也 有 人 说，
LeEco 是苹果＋特斯拉 + 三星＋亚马逊＋奈飞＋迪
斯尼等等，还有人说，今天 LeEco 居然要来到这
些伟大公司的主场打擂，肯定是疯了。但是我想说，
LeEco 跟这些公司都不同，相对于苹果封闭的闭环，
LeEco 是开放的闭环。我们是代表未来的新物种。”
贾跃亭表示，乐视来到美国，并不是要和它们打擂
和竞争，而是要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跨产业链
的价值重构，打破产业边界、组织边界和国家边界，
破界创新，生态化反，创造下一代的产品形态，带
来全新的用户体验 ；创造代表未来的商业模式，带
来全新的用户价值，进而创造全新的生态生活方式。

价值重构，价值共享，全球化是乐视生态经济
的三大特征。垂直整合的闭环，实现了价值重构，
生态开放则实现了价值共享。“我坚信，我们的模
通过 LeMall，乐视还为参与 UP2U 的首批美国 式一定代表未来。LeEco 或许会失败，但我相信，
用户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奖励计划——LeRewards， LeEco 这个新物种所代表的互联网生态模式一定会
每一位愿意参与到 UP2U 模式中的用户，每台超级 成功。”贾跃亭说。
手机、超级电视产品将会享受 100 美元 -1000 美元
全球第一大视频云平台乐视云全程直播了此次
不等的 LeRewards 价格 **，同时希望用户能够反 发布会，这也是首次实现全球大规模同步直播的企
馈各种建议。
业发布会。五路信号、四屏覆盖、三语言立体直
备受瞩目的乐视超级汽车 LeSEE 也亮相发布 播，采用卫星信号护航，在中国、香港、美国、俄
会，乐视汽车联合创始人、乐视汽车全球副董事长 罗斯、印度等全球同步直播，并发行至 Youtube、
丁磊向美国观众详细阐述了乐视的造车理念、布局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 海 外 渠 道， 及
和进展。丁磊还现场透露，已经于 4 月 20 日亮相 国内腾讯、优酷、爱奇艺、斗鱼 TV、熊猫 TV、华
的 LeSEE 概念车的升级版本 LeSEE PRO 也已经 数 TV、新浪微博等百余家渠道，实现了最大化覆盖，
同时将直播营销效应最大化。
研发完成，正在英国伦敦执行神秘任务。
在这场发布会上，乐视北美业务高管可谓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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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举行 公布本届商贸联委会成果清单
（来源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赵新宇）：
第 27 届 中 美 商 贸 联 委 会 11 月 21
日至 23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
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商务部
长普里茨克、贸易代表弗罗曼共同
主持。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与会。
中美双方围绕双边经贸关系 12 项
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签署了
《中美共同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
谅解备忘录》和《中国商务部与美
国贸易发展署关于支持中国第二个
高级反向贸易代表团项目的谅解备
忘录》两项合作文件，达成诸多共
识，并公布了本届商贸联委会成果
清单。
中美商贸联委会是中美之间最早建立、也是最
主要的经贸高层对话机制之一，在 23 日举行的第
27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开幕式上，汪洋副总理表示，
希望通过这届联委会实现三大政策目标。“一是管控
分歧点，使中美经贸关系在美国政府换届期间实现
平稳的过渡，中方将积极考虑美方的合理诉求，也
希望美方在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
义务等议题上认真对待中方的关切。二是拓宽合作
面，为明年及更长时期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三是进一步巩固联委会改革的成果，展示
联委会机制的作用和生命力，向外诠释中美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
涵。”
本届联委会期间，中美双方就出口管制、贸易
救济、境外取证和境外执行、农产品检验检疫、民
航服务、赴美投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政策、产
能过剩、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化法》和集成电路
等重点关注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多个领域增进理
解、加强沟通、取得共识。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
女士在联委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
“美中关
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无论是哪届美国政府
执政，中美以及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两
国共同合作面对挑战，中美商贸联委会一直致力于
分担挑战，寻求合作，化解重大分歧，但面对复杂
的中美关系，保持沟通至关重要，我们的合作成果
显示出的势头也同样重要。”
近年来，中美双方对联委会机制进行改革，增

加了合作性系列活动和战略性议题的讨论，形成诸
多共识。本届联委会上，美方也表示，愿意利用奥
巴马政府剩余任期，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
实成果，为美中经贸关系在美政府换届后平稳过渡
奠定基础。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也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中美商贸联委会是两国之间最早的经济论坛，
是与中国经济交往的基石，是使中美关系更强壮的
有意义的方式。今天取得的成果是推动中美关系在
未来岁月里向着更公平，更开放的贸易投资关系发
展的一步。”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已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格局。
据中方统计，2015 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584
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 1600 亿美元。此前汪
洋曾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根本动力在民间、在工商界。
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
的选择。而另一方面，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此前在
竞选期间有关中国汇率和关税方面的言论难免会引
发外界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未来的关注，中国商务部
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在商贸联委会结束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贸组织的成
员，届时会有人提醒特朗普先生美国在世贸组织中
的义务。那么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也有权利采
取世贸组织允许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至于特
朗普先生未来的经贸政策，我现在不愿意做出具体
的臆测，刚才我已经表达了我的自信，中国也有能力，
我们也有良好的机制和美国政府沟通，确保中美经
贸关系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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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市与美国芝加哥市投资贸易座谈会在京召开
（来源 ：商务部）

为推动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落实“中
国市与美国芝加哥市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以
下简称工作组）相关工作，11 月 29 日下午，由工
作组双方秘书处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芝加哥市
招商局共同主办的“2016 中国市与美国芝加哥市投
资贸易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着重围绕在工作组
机制下加强双方城市和企业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探
讨。芝加哥市科奇副市长、商务部美大司王旭司长、
投资促进局刘殿勋局长出席会议并致辞，投资促进
局李勇副局长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天津、上海、
沈阳、杭州、青岛、武汉、成都等八个中方成员城市、
芝加哥市政府、美国中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以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谊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凯悦酒店集团、德勤等中美方企业 60 余名代表
与会。

局长建议芝方秘书处更多凝聚专业服务机构的力量，
进一步加强双向投资促进服务，与中方秘书处一道
共同完善工作机制，促进双方的投资贸易合作。
在双方城市发言环节，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局高航局长、武汉市商务局郑刚副巡视员、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外商投资促进处罗志松处长代表中方
城市发言，分别结合本市对美投资合作方向以及优
势产业情况，提出了与芝加哥在高科技、装备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文化、会展等领域的合作设想。芝加
哥招商局全球战略发展部主任斯皮内利对中方城市
提出的需求做了简要回应。

在商协会和企业发言环节，美国中国总商会芝
加哥分会倪频会长通过一段视频介绍了商会的成立
与发展。北京建谊投资集团甘靖副总裁、美东有限
公司业务发展经理杰森？李作为中美方企业代表分
王旭司长在致辞中表示，工作组机制为双方城 别介绍了与芝加哥企业的合作意愿、在华投资的工
市和企业深化经贸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双方合作 业园区情况和经验。德勤国际税务中心（亚太区）
凸显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特点，中国商务部将一 联席领导人兼美国税务服务执行总裁郑莉莉、凯腾
如既往地支持中方秘书处和中方城市深化对芝合作。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薛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科奇副市长介绍了芝加哥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会， 陈增宇等中介服务机构负责人就在工作组机制下如
表示工作组机制有效推动了中国企业投资芝加哥， 何为双方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做了发言。
并诚挚邀请更多中国企业在芝投资兴业。
工作组机制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在中国商务部、
刘殿勋局长表示，去年 7 月双方签署《关于建 双方城市和秘书处的共同推动下，双方经贸合作日
立中国市与美国芝加哥市商业便利化机制谅解备忘 益加深，以中车四方中标芝加哥 13 亿美元地铁车辆、
录》，旨在为双方潜在投资企业提供相关支持。过去 联想摩托罗拉投资 30 亿元在武汉建设全球产业园等
一年多来，中方秘书处不断探索工作模式，通过设 为代表的合作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此次座谈会
立工作组中英文网站，组织中方城市和企业在芝开 的召开，对于双方沟通合作需求与存在的问题，促
展经贸活动，与芝方共同吸纳有实力的商协会和专 进企业投资合作搭建了有效平台。
业服务机构参与机制工作等方式，搭建信息交流、
科奇副市长访华期间，还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
产业对接、专业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商业便利化机
公司负责人就中车芝加哥市地铁车辆项目进行了专
制落到实处。针对当前工作组面临的问题，刘殿勋
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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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黄金期”对美投资热情高
（来源 ：中国新闻网）

23 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 (2016)
显示，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
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
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黄金期”。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
该报告显示，自 2005 年同期以来，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连续 10 年增长，2015 年达到 1456.7 亿
美元，是 2005 年的 13 倍多，同比增长 18.3%，首
次位列全球第二。同期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开
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理模式，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改成由银行直
接审核办理，一系列的政策开放释放了企业海外投
资的潜在活力。
报告分析，在资金方面，2015 年下半年，中国
信贷与社融投放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实体经济资
金面整体趋于宽松。受国内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
整等影响，加之全球经济尚处于复苏期，优质低估
值企业较多，促使优秀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国际
市场。

报告显示，在投资的地域分布上，2015 年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欧及北美地区，比重
报告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与环境 分别为 30%、29% 和 25%。从单个国别来看，对
利好，是对外投资激增的主要因素。在政策方面， 美国投资热情不减。2015 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
自 2014 年开始，中国在对外投资的审批环节上大 案例 129 起，投资总金额达到 482.67 亿美元，与
幅简政放权，形成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 2014 年相比分别同比增长了 24% 和 94%。

美国三季度 GDP 增速上调至 3.2%
（来源 ：环球时报）

经济日报华盛顿电（记者 高伟东）美国商务部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美国三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GDP）修正值年化季率增速为 3.2%，高
于经济专家所预测的增长 3.0%，创下 2014 年以来
第三季度最强劲增速，强力支撑美联储今年 12 月份
加息。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经济数据的不断完善对
季度经济增长作三次估测，本次公布的数据为第二次
估测值，即修正值。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表明，三季度经济增速上调的
主要原因是受消费者支出强劲及大豆出口激增。分项
数据显示，占美国经济总量近 70% 的消费者支出三
季度年化季率增长由 2.1% 上修为 2.8%，增幅高于
预期值 2.3%。继巴西、阿根廷之后，美国大豆出口
大幅增长，受此带动，美国三季度出口由增长 10%
上修为 10.1%，创下 2013 年四季度以来最大增速。
同时，企业库存增加额由 126 亿美元下调至 76 亿美
元，使得企业库存对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0.61 个百分点下修为 0.49 个百分点。
此外，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速的上调还得益于建
筑和住房商业投资增速由 5.4% 上修为 10.1%，创下
2014 年一季度以来新高。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
显示，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即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三季度年化季率修正值增长 1.7%，
增幅与市场预期、初值及前值一致。同时，企业税后
盈利大幅增长 7.6%，给企业投资的反弹留下了想象
空间。美国二季度企业税后盈利是负增长 1.9%。
近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消费者支出以及制造业
数据都显示，美国经济在进入四季度之后将继续保持
增长。分析人士认为，良好的 GDP 增长数据、接近
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上涨势头的通胀水
平等都显示美国经济基本面稳健，这将进一步增强市
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美联储在今年 12 月份召开
的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上再次加息基本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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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者 ：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会伤害美国利益
( 来源 ：环球网 )

据美国 CNBC 电视台 11 月 10 日报道，美国康
奈尔大学一位研究贸易政策的教授埃斯瓦尔 • 普拉
萨德 (Eswar Prasad) 说，对于特朗普而言，通过
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来安抚美国部分选民的沮丧是
具有诱惑力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立场将会
损害美国利益。

国的处罚性措施做出回应。中国可以向美国进口的
部分或全部商品征收关税 ; 可以禁止购买美国商品、
服务，甚至拒绝美国电影等流行文化 ; 此外，中国
还可以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和其它金融工
具，这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普拉萨德指出，一个对抗的立场在短期内会伤
普拉萨德说，这一举措将不会解决那些伤害了 害两国，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损失更大。
美国中低阶级选民的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相反，
对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将对中国输美商
它将会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来伤害美国的全 品征收 45% 的高额关税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
球利益。
人陆慷 10 日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推
“( 如果特朗普将要执行他竞选时的许诺 )，那我 进器”和“压舱石”，中美贸易额从上世纪 70 年代
们几乎可以确定将看到一个来自中国的激进和尖锐 的每年 25 亿美元发展到去年的 5500 多亿美元，如
的回应。”普拉萨德说 ：
“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 果没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可能
可能会减少，并且中国可能阻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 有这样持续高速的发展。所以，中美经贸合作的本
质是互利共赢。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美经贸关系，
经营。”
报道说，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发誓将为中国 与中方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并向中国进口的商品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我相信，美国任何一个政治家，
只要从本国人民利益出发，都会采取一个有利于中
征收 45% 的关税。
美经贸合作的政策。
汇丰银行的分析师称，中国有很多种方法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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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 升至两年最高 中国经济强势企稳可期
(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昨日（12 月 1 日）公布的两份制造业 PMI 值均
在 50% 的荣枯线上方，表明中国经济企稳势头延续。
12 月 1 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 即 CFLP)
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1.7%，比上月升 0.5 个百分点，延续上
行走势，为两年来最高点。同日，财新和 Markit 联
合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 11 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为
50.9%，虽不及上月的 51.2%，但也是两年来的次
高点。报告同时指出，过去 3 个月，制造业景气状
况每月皆有改善，此轮增长期在 2014 年底以来算
是持续时间最长。
申万宏源宏观团队认为，从 PMI 等数据看，四
季度经济仍将延续过去几个月的企稳势头，大概率
仍将保持在 6.7% 左右。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将
继续推高 PPI，（企业）总体盈利好转持续到 2017
年一季度问题不大。
生产与需求进一步回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制造业 PMI
为 51.7%， 与 2014 年 7 月 持 平， 为 2012 年 7 月
以来的高点。记者注意到，官方制造业 PMI 已连续
4 个月高于荣枯线。此外，中国 11 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为 54.7%，为 2014 年 7 月以来的最高点。

已经连续 4 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经济增长由落
转稳的信号已经比较明确。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11 月
PMI 表明经济继续好转，再度证伪房地产调控抑制
经 济 的 观 点，2017 年 GDP 高 于 2016 年 的 概 率
较高。他认为，2016 年初中国经济 L 型拐点已过，
2016 年以来已经得到充分验证。11 月是房地产调
控后的第二个月，经济却连续回升，与市场主流预
期完全相反。2011 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滑，
到 2016 年 8 月增速见底，目前已经连续 3 个月回升，
预计 11 月将进一步回暖。

从 12 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产成品库
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不过，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与政
指数有所下降，其余 9 个指标均有所上升。其中，
新出口订单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升幅超过 1 个百分 策研究主管周景彤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尽管乐见中国经济的企稳好转，但目前还不能太乐
点。
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最近两月上升明显，10 观。周景彤认为，最近几个月经济是在企稳回升，
月升幅达到 1.9 个百分点，11 月又上升 0.4 个百分点， 但这主要与前期房地产、基建的发展有关。明年房
达到 53% 以上，高于去年同期 3.4 个百分点。分析 地产或难发挥今年这样大的作用。另外，从外部环
指出，新订单、生产、采购量指数的回升，显示出 境来看，逆全球化浪潮迭起，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
的不确定性。
需求继续回升，企业生产扩张意愿增强。
与此同时，这也表现在进出口方面的改善上。
实际上，11 月进口指数为 50.6%，高于上月 0.7 个
百分点，回升至临界点以上，为年内新高。外部需
求也有明显改善。CFLP 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因为
圣诞节临近，国际市场需求短期集中释放，加之人
民币贬值刺激出口，11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明显上升，
升幅超过 1 个百分点，达到 50% 以上。

关于房地产方面，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
平认为，虽受历史上最严地产调控影响，但未来半
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将处于高水平，之后地产投资
可能回落，2017 年房地产投资将实现 1%~3% 的增
速。同时，补库存、基建投资、中美财政共振等将
部分对冲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CFLP 也提醒，在当前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基本态势之下，要关注一些苗头性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CFLP 特约分析
师张立群表示，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原材料库存、 包括企业成本压力明显增加等。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
采购量指数提高，表明企业补充库存活动趋于增加。
指出，企业生产经营中仍存在一些困难。反映原材
综合研判，未来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概率较大。
料价格和运输成本上涨的企业比重超过三成，为近
经济由落转稳信号明确
三年的高位。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进口
对于 PMI 这一重要经济指标，张立群认为，官 原材料成本有所增加，对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
方 PMI 指数继 10 月份明显提高后，11 月份继续提高， 备制造业等行业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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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今年下半年
以来持续上升，最近两月升势加剧，升幅均超过 5
个百分点，11 月份达到 68.3%。
分析师 ：警惕通胀风险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近期原材料
价格大涨的背景下，市场分析多强调重视通胀压力。
财新和 Markit 联合公布的报告指出，月内（11
月）通胀压力明显加剧，投入成本与产出价格皆创
下 2011 年初以来最大涨幅。此外，记者注意到，国
际油价提升对中国的影响也值得关注。欧佩克于 11
月 30 日达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当日大涨近 10%。
华创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对中国而言，油价作
为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中唯一尚未出现显著上涨的品
种，国际油价的上升无疑将通过推动国内油价上涨，

进一步加大明年上半年通胀上行的压力。
任泽平也再次重申，需要重视通胀压力大幅上
升的风险。未来宏观经济的主要逻辑是通胀，而不
是 通 缩。 预 计 2017 年 CPI 中 枢 为 2.2% ；PPI 中
枢为 2.4%，明年 2 月可能冲到 4% 左右，企业盈
利将继续大幅改善。
中金宏观研报则指出，制造业再通胀的范围正
在逐步扩大。企业盈利改善加之真实利率走低，假
以时日或将带动制造业投资复苏。目前外需和民间
投资需求都呈现出企稳迹象，可能会继续带动制造
业需求回升。其同时建议，随着终端需求回升，或
应允许上游行业在供给面作出相应的增产，以避免
上游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对中下游利润形成挤压，约
束工业增加值的扩张。

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
（来源 ：新京报）

据新华社电 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市场关
从长周期看，人民币也表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
注。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就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
外汇储备等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易纲表示，人民币 征。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
释疑
全球货币普遍对美元贬值
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
对于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人民币
还是不是强势货币的疑问。易纲指出，从数据看，
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
征。近期美元上涨较快，反映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加
快、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明显加快
等美国国内因素。而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波动有所加
大，主要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联储加息预期
突然增强等外部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世界各国而
言都有些意外，下一步美元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不
排除市场预期修正引发美元回调的可能。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小为 3.5%
易纲称，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幅度
相对大多数非美货币还是比较小的。10 月份以来发
达经济体货币中，日元、欧元、瑞郎对美元分别贬
值 10.5%、5.8% 和 4.2%，而人民币对美元只贬值
了 3.5%。由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小，10 月
份以来人民币相对一些主要货币是显著升值的。例
如，在 SDR 构成货币中，人民币对日元升值 7.5%、
对欧元升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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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民币汇率要参考一篮子货币”
针对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同时人民币
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的趋势，易纲指出，观察人民
币汇率要采用一篮子货币视角。影响一国汇率水平
的因素有很多，与政治形势和股市债市波动等都有
关系。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结构迥异、经济周期和
利率政策取向不同步，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
增长，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而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
货币政策已出现收紧趋势，相应的汇率走势也难以
趋同，盯住单一货币会积累超调的风险，后续的修
正可能引起比较大的震动。而且，在贸易全球化的
背景下，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
能反映一国商品和服务的综合竞争力。
易纲表示，全球 200 多个经济体都是我国直接
或间接贸易伙伴，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能够全面
反映贸易品的国际比价。而中美贸易规模只占中国
外贸规模的 14%，况且中美的经济周期也不一样，
改回去单一盯住美元会使人民币汇率陷入僵化和超
调的困境，并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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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