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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 2017 年会暨欢庆鸡年慈善晚宴
中美两国著名政商界人士与美国中国总商会共
同庆祝中国鸡年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持续增长。
1 月 12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
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隆重举办 2017 年会暨欢庆鸡
年慈善晚宴。本次年会以欢庆中国鸡年、表彰中美
杰出企业和企业家为主题。美国中国总商会名誉主
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董建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及彭博慈善基金会创始
人、前纽约市市长、在美人民币交易与清算工作组
主席迈克尔·布隆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
行官、共同创始人苏世民，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吴小晖等中美政界著名人士、知名企业
家、商界代表、学者、非营利机构代表共约 5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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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嘉宾出席此次盛会。
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在开
幕辞中热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诚挚感谢大家
对总商会的长期支持。徐辰会长说到，“今年的年会
是总商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伴随着中
国对美投资 2016 年达到 456 亿美元，总商会的会
员规模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扩大。大家的长期支持，
对于总商会如今能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至
关重要。”
随后，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吴小晖，
作为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持有者，为各位嘉宾致欢
迎辞，送上东道主的新春问候。吴小晖认为中美合
作十分重要，“两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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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双方的合作不仅可以惠及两国国民，更有
利于全球的繁荣。”他讲述了自己与苏世民先生的故
事，并因此深切感受到两国民众之间建立的友谊将
会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石。
美国中国总商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董建华在会上发表
了主旨演讲。董建华主席指出，中国梦和美国梦其
实是相通的，
“美国人民有一个梦想。那是追求生活、
自由和幸福的美国梦。今天，中国人民也有一个梦。
我们梦想每个人都能够脱离贫困，能有尊严地生活，
能建立一个公平民主的社会，能享受持续发展和繁
荣。你们的美国梦，我们的中国梦，其实都是在一
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不仅为我们

自己，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我们一同努力，撸
起袖子加油干！”
在年会上，总商会特别授予迈克尔·布隆伯格
先生“人民币国际化突出贡献奖”，以表彰其为推动
在美建立人民币交易和清算机制所做的贡献，董建
华主席为其颁奖。
迈克尔·布隆伯格先生在领奖时说 ：
“人民币作
为投资和储备货币将在全球市场发挥日益重要的作
用。推动在美人民币交易和清算这个设想一年多以
前得到了中美两国元首的支持，我很荣幸领导在美
人民币交易和清算工作组推动这项有益中美双方的
工作。这项工作取得的成功也激起了其他国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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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民币业务的兴趣。工作组正在评估可能的合
作方式，同时将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国
际化。”
此后，苏世民先生隆重介绍并请出了当晚的第
二位主旨演讲嘉宾基辛格博士，并详细回顾了基辛
格博士对中美关系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基辛格博士在演讲中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
史，并分享了他作为中美关系见证者的思考。他指出，
“我们两国都清楚，尽管我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但
我们的共同发展会带给人类社会以繁荣和进步。对
于今天的世界，这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如果中美双
方能够倾力合作，我们能在共同发展与合作的基础
上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对于新任领袖，这将是他
们能够继承的遗产，并且以他们自己的想象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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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进一步的发展。”
基辛格博士代表总商会为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
大使崔天凯颁发了“中美友好使者奖”，以表彰崔天
凯大使多年来对中美关系及两国人民友谊所做的卓
越贡献。
崔天凯大使在获奖感言中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
美好未来的信心，并期待着同新一届美国政府密切
沟通，加强合作。崔大使说，“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
会有不少曲折，但我们有决心克服困难，建立更牢固、
更稳定、更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这也是中美两国对国际社会承担的共同责任。”
美国中国总商会在晚宴上为美国全国州长协会、
安永颁发了“年度最佳合作伙伴奖”
，并授予了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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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集团、汇丰银行“年度最佳会员奖”
。美国全国
州长协会首席执行官 Scott Pattison、安永中国海外
投资业务部美洲区主管合伙人张晓青、安永美国合伙
人 David O’Brien、安邦保险集团董事总经理 Jason Cohen、汇丰银行（美国）首席执行官 Thierry
Roland 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或机构接受颁奖。
此次年会汇集了超过 500 位来自中美商界、政
界、政策研究型机构的知名人士。到场嘉宾们对总
商会一直以来在中美经贸与人文交流方面做出的努
力给予高度肯定，并对未来中美商贸关系的蓬勃发
展充满信心。总商会每年举办的年会暨欢庆中国新
年慈善晚宴是中美商界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
总商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和发
展提供支持，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本次年会得到了各大企业的大力支持，其中包
括中国银行、鹏瑞投资、SL 格林不动产、安永、玉
皇化工、中国建筑美国公司、海航集团、瑞联集团、
世邦魏理仕、安邦保险集团、万向美国公司、国际
维生素集团公司、纽约中美天空峰汇俱乐部、复星
国际有限公司、Extell 开发公司、Alexandria Real
Estate Equities 公 司、 三 盛 地 产 集 团、 汇 丰 银 行
美国全国机构、招商银行、Moinian 集团、中伦律
师 事 务 所、 跨 富 地 产、 上 海 建 工 集 团、C-Bridge
Capital Partners 公 司、 中 国 华 信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路通金融公司、乐土投资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美国证券公司、中国交通建设
（美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美国有限责任公司、万
科（美国）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史带基金会、
高力国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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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洛杉矶分会二零一六年年会暨 “中美商务论坛” 隆重召开

美国中国总商会洛杉矶分会（即南加州中资企
业协会 , 以下简称“总商会洛杉矶分会”）二零一六
年年会暨“中美商务论坛”，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隆重召开。中国驻美大使崔天
凯、美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发来贺信。中国驻洛杉
矶 总 领 事 刘 健、 洛 杉 矶 副 市 长 Raymond Chan、
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公参田德友、美国商务部助理
副部长 Alan Turley 等嘉宾出席年会并致辞。总商
会副会长、洛杉矶分会会长、中航国际美国公司总
裁张旭明，与总商会会长、中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
徐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刘海彦参赞出席当天
下午的论坛并致辞。来自乐视、阿里云、比亚迪、
绿地、朗诗、万达、LT Global Investment 等知名
企业高管在论坛专题讨论中发言。300 余名中美政
商界人士参加此次年度盛会。

国对中国的投资额。总商会致力为来美投资的中资
企业提供服务，促进中美两国的商业交流与合作，
希望总商会洛杉矶分会在未来的一年越办越红火。”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刘海彦参赞就中国企业在区
域的投资情况做了概述，对中国企业在大洛杉矶地
区的投资特征及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及回顾。
来自乐视、阿里云、比亚迪、绿地、朗诗、万达、
LT Global Investment 等知名企业高管，就“科技
创新”和“房地产”专题，以及赴美投资的机遇和
挑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
印象。

晚宴由美国广播公司第七频道主持人 Denise
Dador 主持。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刘健、洛杉矶副
市长 Raymond Chan、中国驻美使馆经商处公参
田德友、美国商务部助理副部长 Alan Turley 先后
总商会副会长、洛杉矶分会会长张旭明和总商 发表主旨演讲。刘总领事说 :“经贸往来是中美关系
会会长徐辰在下午的论坛先后致辞。张会长说 ：
“近 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希望中美双方各界继续
年来洛杉矶及辐射区域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热点， 共同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
资金不仅给当地经济注入了活力，扩展的项目也创 驻美使馆经商处公参田德友和美国商务部助理副部
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徐会长说 ：
“中国对美投资 长 Alan Turley 也带来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美
额每年以 30%-40% 的速度增长，并且已经超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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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对洛杉矶年会的热烈祝贺。崔
天凯在贺信中说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根本动力在民间，
希望工商界再接再厉，为推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健
康发展，为促进两国人民的交往和了解做出更多的
贡献。普利兹克在贺信中说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促
进经济的发展，创造就业，美国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

风 旅 游、Fendi Casa, Interstate Hotels & Resorts, 匹克美国 , LT Global Investment、洛杉矶
经济发展局、洛杉矶世贸中心、洛杉矶地区商会、
圣贝纳迪诺郡经济发展局、洛杉矶 Sister Cities、
美国广播公司第七频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波
莫纳加州理工大学等。

当晚，共有 6 家企业因年度表现突出而受到表
彰，其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商飞、中国电信
和勒泰荣获优秀杰出会员企业奖，国际维生素公司
荣获杰出社区贡献奖，比亚迪荣获杰出商业奖。

美国中国总商会（CGCC），是代表在美中资
企业最大的非盈利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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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商会洛
杉矶分会涵盖美国西部地区四个州——南加利福尼
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州。自
2000 年至 2016 年，中资企业在上述四州累计投资
超过 16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上万个工作岗位。
房地产、娱业、科技成为近年来该地区的投资热点。

晚宴的抽奖和无声拍卖小环节让与会者在商务
交流外也感受节日的气氛和惊喜。
年会开始前还举行了洛杉矶分会理事单位座谈。

本次年会得到了总商会洛杉矶分会会员企业及
各界友好商业组织的大力支持，包括博锐律师事务
美国中国总商会热烈祝贺洛杉矶分会 2016 年
所、中国银行、国际维生素公司、国泰银行、中国电信、 会成功举行！我们期待更多企业加入洛杉矶分会和
四川航空、、保富银行、中国东方航空、Dentons CGCC 大家庭，共创未来！
律师事务所、工银美国、中国商飞、Lockton 保险、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天物美国、振华重工、华美银行、
Keesal,Young & Logan 律师事务所、MGAC、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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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在新办公大楼举办 “2017 年新年客户答谢会”
来源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包括多家世界 500 强在内的美国公司客户、主
流金融机构代表，工商界人士、政府官员，智库和
中外媒体近 200 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此次活动。中
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向来宾致辞，并介绍了中
国银行在直联中国资本市场、便利中美贸易和跨
境支付、支持“走出去”中国企业开展并购交易等
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独特优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馆经商参赞周善青、瑞联房地产公司首席执行官
Jeff Blau、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清算公司主席 Sunil
Cutinho、 彭 博 公 司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Michael McDonough、嘉吉公司全球投资集团总经理 Michael
Wilkins 作为中国银行客户和合作伙伴代表发言。活
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参观了中国银行（纽约）行史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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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银行历史发展、公司文化和业
绩成果的了解。
作为在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业务最全面的
中资银行，纽约分行长期致力于为中美客户提供
优质、高效、全面的金融服务，扩大在美影响力。
2016 年，纽约分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授权担任美
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并成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首家人民币结算银行。
新的一年，纽约分行将继续贯彻落实“担当社
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发展战略，深耕美国金
融市场，为中美经贸往来搭建桥梁。

会员新闻

外媒 ：中远集团就收购东方海外货柜航运谈判
来源 ：中国证券网讯

中国证券网讯 据外媒 19 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企业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China
Ocean Shipping (Group) Co. (COSCO)，简称 ：
中远集团 ) 正就收购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东方海外
货 柜 航 运 有 限 公 司 (Orient Overseas Container
Line, OOCL) 进行谈判。目前航运公司正探索新的
联合方案来应对行业整体不景气的现状。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国企中远集团正准备向
总部位于香港的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发出规模逾 40 亿
美元的收购提议。两家公司均为将于今年 4 月开始
运营的一个航运联盟的成员。

任何竞购方进行磋商不予置评，但一名知情人士称，
相关谈判已进行了数月。
集装箱运输的年市场规模预计为 1 万亿美元，
但在目前这个 30 年来最严重的下降周期之一当中，
个体公司很难盈利。全球大多数制成品的运输都是
通过集装箱进行的。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是全球第九大航运公司，市
场份额为 2.8%，但分析师称，该公司规模太小，无
法与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展开竞争。该公司 69% 的
股份由香港董氏家族持有。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对是否正与中远集团或其他

阿里巴巴拿下奥委会顶级赞助商
来源 ：腾讯财经

1 月 19 日 ,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阿里巴巴集
团在瑞士达沃斯联合宣布，双方达成期限直至 2028
年的长期合作。阿里巴巴将加入奥林匹克全球合作
伙伴（The Olympic Partner、‘TOP’）赞助计划，
成为“云服务”及“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的官方合
作伙伴，以及奥林匹克频道的创始合作伙伴。
在发布会现场，马云并未直接回答成为顶级赞
助商背后的价码。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则
回答称，成为奥委会的赞助商对阿里来说是无法用
价值衡量的事情。
“TOP”赞助商是国际奥委会全球最高级别的
合作，向整个奥林匹克运动提供资金、产品、服务、
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
阿里巴巴拥有的全球合作权益将覆盖 2018 年
平昌冬奥会、2020 年东京奥运会、2022 年北京冬
奥会，以及将于 2024 年、2026 年和 2028 年举办
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

契合并协助国际奥委会。此次合作具有突破意义和
创新元素，直至 2028 年的合作期内将协助提升奥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 ：
“阿里巴巴 运会相关组织的效率，并支持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寻
集团和国际奥委会的合作，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观， 找数字化机遇。”
以及连接世界、丰富大众生活的共同愿景。我们很
阿里巴巴还将为奥运会打造一个全球电商平台 ；
自豪能够通过我们的创新和技术来支持《奥林匹克
发展及定制面向中国用户的奥林匹克频道。此外，
议程 2020》
，协助奥运会面向数字时代发展进化。”
阿里巴巴将输出自己的大数据能力，协助奥运会加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现场发言中着 强对奥林匹克品牌的保护，实现对奥林匹克知识产
重指出了与阿里巴巴合作的时代意义，他说 ：
“在全 权的保护。
新的互联网时代中，阿里巴巴集团的独特优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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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将逐步减少地产投资，万达从地产开发退出
来 源 ：一 财 网

据万达集团官方微信 1 月 15 日消息，万达集
团 2016 年年会在合肥万达城召开，王健林在年会
上称，2016 年万达集团服务业收入占比 55%，历
史上首次超过地产 ；服务业净利润 ( 未经审计 ) 占
比超过 60%，也大于地产开发利润，万达提前一
年实现了转型阶段目标。

可以分得很大一杯羹，何乐而不为？”
王健林称，从 2017 年开始，在轻资产模式中，
主推合作模式，每年确保签约 20 个以上，上不封顶。
如果合作类万达广场上多了，就减投资类万达广场
的数量，因为每年开业 50 个万达广场可能是极限了。

万达商业从现在开始，既不追求收入规模的扩
大，转型期也不追求净利润的高速增长。追求净利
润结构改变，就是租金在净利润中的占比提高，租
赁业务在净利润中占比从 2017 年开始每年提升 5
个百分点。王健林表示，轻资产项目分成来的租金
含金量更高，分一块钱，7 毛 5 是净利润，所以租
万达商业是集团转型的重点公司，力争 2018 金业务增长再高也不怕，地产开发利润就不要增加
年提前两年完成转型目标，成为商业服务型企业。 了，还要逐年减下来。这种租赁业务的增长是安全
王 健 林 在 年 会 上 称， 万 达 将 逐 步 减 少 地 产 投 资。 可持续的，和房价关联度不大。
2017 年新开业 50 个万达广场，因为前期投资开
在谈到万达文化集团时，王健林称，文化产
工的原因，今年还有 11 个重资产项目，39 个是轻 业 2016 年收入占万达集团整体收入比重超过四分
资产项目，以后每年重资产项目要减到 5 个左右。 之一，已经真正成为万达的支柱产业。“当初万达
2020 年以后原则上不再搞重资产，全部为轻资产。 并购美国 AMC 时，有一个知名教授洋洋洒洒写了
除了万达城配套的住宅外，万达原则上也不再新增 三千多字的文章，论证万达必然失败，他说人类历
住宅开发。
史上从来没有跨国电影院线，万达一个地产商凭什
2016 年对万达极其重要，具有标志意义。王
健林称，特别是转型的核心企业万达商业，虽然地
产收入仍大于租金等业务，但预计租赁业务净利润
占比约 55%，以租金等为主的非地产净利润超过
了地产开发净利润。

王健林解释，万达从地产开发退出不是对中国
房地产看空，主要在于两点 ：
“首先是中国房地产
开发的周期性太强，这个周期性可以说全球罕见。
我从事地产行业 28 年，再两年就 30 年了，被调
控了十来次。中国地产好年景没有持续四五年的时
候，基本上三年左右来一回调控。行业周期性太强，
造成现金流不稳定，预期也容易经常发生变化。其
次更重要的是万达已经可以靠品牌挣钱了，过去靠
卖住宅、商铺的钱来建万达广场，现在设计运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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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以成功？我就想，如果从来没有过就等于不可
能有，那人类就不可能有汽车，也不可能有飞机，
也不会有五星级酒店了！所以有人把有些专家叫
‘砖家’，砖头的‘砖’。”
王健林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万达集团的目标是，
2017 年集团资产要达 9000 亿元，营业收入 2658
亿元。并将继续做大文化产业，打造自有 IP 赛事
以及新开三个“万达城”等等。

会员新闻

中国泛海在旧金山第二高楼项目破土动工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人民网旧金山 12 月 8 日电 由中国泛海控股公
司开发的泛海中心项目 12 月 8 日在美国旧金山破
土动工。新建项目一旦落成，将成旧金山市第二高
地标建筑。
来自中国的泛海控股公司以 2.96 亿美元的价
格，从旧金山湾区开发商 TMG 合伙公司和诺斯伍
德投资公司手中收购了名为 First&Mission 的地产
项目。该项目包括两座总建筑面积 18.6 万平方米
的摩天大楼，高度分别为 277 米和 184 米，包括
公寓、酒店、写字楼和商店的功能。泛海保留并修
复了旧金山第一大街 78 号和 88 号的两座历史建
筑，并新建了两栋地标性大楼，其中新建的一栋大
楼将会成为旧金山的第二高楼。
中国驻旧金山领馆总领事罗林泉，旧金山市市
长李孟贤，中国驻旧金山领馆商务参赞杨依杭以及
旧金山市议员金贞妍等嘉宾出席了项目的破土动工
仪式。

罗林泉在致辞中说，近年来中美关系变得日渐
密切。2015 年中美两国的经贸额达到了 5584 亿
美元，已经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国，
而旧金山更是中国投资者的首选热门地区。他希望
泛海中心完工后，可以更好地表现旧金山城市的繁
荣，以及展现出中美之间长久友好的两国关系。
李孟贤市长表示，泛海中心的建立加强了中美
两国之间的联系，并且对于旧金山来说，泛海中心
不仅仅只是旧金山的第二高楼，更是为旧金山的公
众利益带来了很多的贡献。它使得城市更加的强大，
居住空间更加的舒适，并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泛海控股集团副总裁兼泛海中心总裁武晨对旧
金山市政府、议会、社区组织以及项目设计和管理
团队表示感谢。他说，期待为旧金山打造一个令人
骄傲的项目。据悉，由于旧金山市对写字楼的开发
量实行年度限额管理，审批严格，因此该项目的增
长空间潜力较大。

特朗普顾问将名下对冲基金售予海航
来源 ：新浪美股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 19 日早间，据国外媒体
报 道， 特 朗 普 的 高 级 顾 问 Anthony Scaramucci
向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进入美国对冲基金精英领域的
机会，此时距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只有几天时
间。
Scaramucci 是 SkyBridge Capital 和高端对
冲基金大会 SALT 的创始人，现年 53 岁。
据 知 情 人 士 透 露，Scaramucci 将 其 持 有 的
SkyBridge Capital 的 控 股 权 出 售 给 了 海 航 集 团
（HNA Group） 和 投 资 伙 伴 RON Transatlantic
EG。该交易对 Skybridge 的估值在 2 亿美元左右。
该基金旗下管理着大约 120 亿美元资产。
海航集团旗下海航资本（HNA Capital）美国
CEO 杨光表示，这是该公司建立全球资产管理业

务的重要一步。中资公司对这一领域兴趣浓厚，因
为中国越来越富裕的人群正寻找投资机会。中国去
年在海外进行了大约 130 亿美元的金融服务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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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鼎咨询：
2016 年中国对美投资增长两倍创纪录
来源 ：界面

中国对美投资的行业分布在 2016 年变得更加
广泛。其中，90% 以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
美国的服务行业和高端制造业。同时，美国房地产
和酒店业、信息与通讯技术行业、娱乐业以及金融
服务行业继续吸引着中国投资者。不仅如此，中国
投资者对美国物流行业、消费品行业和电子产品行
业的兴趣大大增加。这一趋势与几年前形成鲜明对
比。在 2013 年之前，中国对美投资主要集中在化
石燃料领域。
另一个重要变化在于，2016 年金融投资在中
国对美投资中的占比大幅下降。荣鼎咨询的报告称，
受财务收益驱动的交易在去年总投资中占到 30%，
2015 年 时 这 一 比 例 在 50% 以 上。 战 略 性 投 资 在
2016 年再次成为主要驱动因素。

市场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近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较
2015 年增加了两倍，达到 456 亿美元。这也使得
2000 年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1000 亿美
元，达 1090 亿美元。
据荣鼎咨询统计，2015 年和 2014 年中国对美
投资规模分别为 150 亿美元和 119 亿美元。报告指
出，2016 年中国对美投资总额是五年前的 10 倍。
从投资形式来看，2016 年中国企业在美并购
仍是主要投资形式，当年已完成并购交易总额约为
440 亿美元。此外，尽管创建投资有所增加，但规
模仍小于并购交易。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在 2016
年对美投资总额中占比约为 79%，与 2015 年大体
一致。

最新的报告再次凸显出中美两国经济联系之紧
密。荣鼎咨询去年 11 月曾发布报告称，美国企业自
1990 年以来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经通胀和汇率因素
调整后）达到 3830 亿美元，这大约比中国或美国
政府的估算数据多出三倍。同一时期，中国企业总
计向美国投资了 640 亿美元，大约是政府预估规模
的 1.5 倍至 4 倍。
对于 2017 年中国对美投资趋势，荣鼎咨询给
出了相对乐观的预期。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好于欧洲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 ；另一方面，中国企
业技术升级和品牌建设的需求持续加大。实际上，
目前有价值 210 亿美元的中国企业对美并购交易正
在等待监管方批准或正在进行融资。同时，已经宣
布但尚未启动的创建投资项目中，中国企业已经承
诺的资本支出超过 70 亿美元。
尽管经济基础预示着未来数年中国对美投资将
继续增长，但报告指出了这一趋势近期可能面临的
不 利 因 素。 美 国 方 面， 特 朗 普（Donald Trump）
当选总统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报告说，
特朗普最近的人事任命预示着美国在对华贸易和投
资政策方面可能将采取一种“更具对抗性”的解决
方式。同时，美国国会对与中国投资相关的“潜在
安全与经济风险”日益警惕。
另一方面，中国针对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
力可能采取的相关措施，也将影响到待定交易以及
未来数月新公布投资的步伐。

2005 年以来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变化趋势。浅蓝色为并购
交易（右轴）
，
绿色为创建投资（右轴）
，
红色曲线为累计投资（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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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中 国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170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4.1%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 1 月 16 日电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16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 164 个国家和地
区的 796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投资 11299.2 亿元人民币 ( 折合 1701.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4.1%) ；12 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
558.6 亿元人民币 ( 折合 8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39.4%)。

18.3% ；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
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4.9% 上升为
12.0%。

三是并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支持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的领域成为热点。2016 年全年，中国企
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 742 起，实际交易金额
1072 亿美 元，涉及 7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 个行业
对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营业额 10589.2 亿元人 大类。其中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民币 ( 折合 159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新签 服务业分别实施并购项目 197 起和 109 起，占中国
合同额 16207.9 亿元人民币 ( 折合 2440.1 亿美元， 境外并购总数的 26.6% 和 14.7%。海尔全资收购
同比增长 16.2%)。2016 年末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家电业务等一批有代表性的并购
员约 97 万人，同比微降 5.6%。
项目对推动中国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布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指出，2016 年全年，中国 局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对外投资合作呈现以下特点 ：
四是地方企业占据对外投资主导地位，长江经
济带沿线省市表现活跃。2016
年全年，地方企业对
一是对外投资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与“一带一
外直接投资
1487.2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
路”沿线国家合作成为亮点。2016 年全年，中国企
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145.3 亿美元； 总额的 比重从 2015 年的 66.7% 增至 87.4%。其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260.3 亿美元，占同期中 中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对外直接投资 604.6 亿美元，
国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1.6% ；完成营业额 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35.5%。上海市、浙江
759.7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47.7%。截至 2016 省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分别为 251.3、131.6 和
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 109.4 亿美元，列各省区市对外投资的第一、第五
规 模的合作区 56 家，累计投资 185.5 亿美元，入 和第七位。
区企业 1082 家，总产值 506.9 亿美元，上缴东道
五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
国税费 10.7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17.7 万个。 用明显。2016 年全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二是对外投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实体经济 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815 个，较上年同期
和新兴产业受到重点关注。2016 年全年，中国企业 增加 91 个，累计合同额 2066.9 亿美元，占新签合
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以及 同总额的 84.7%。亚吉铁路、中巴经济走廊等一批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为 310.6 亿美元、 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成功实施。
203.6 亿美元和 49.5 亿美元。其中对制造业投资 2016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带动设备材料出口 133
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 2015 年 的 12.1% 上升为 亿美元。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13

新闻评论

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发布《特朗普经济学与中国》报告
来源 ：中国网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入住白宫，
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围绕
特朗普执政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影响的这一热点问
题，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全球报告》发布会，本期
报告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副教
授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玉环，报告题目为《“特
朗普经济学”与中国：一场不可避免的“经济战”？》。
本次发布会出席的嘉宾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西非亚洲研究
所所长张建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刘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余翔，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人员张玉环，中国
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等。发布会由清华
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赵可金教授主持。

朗普经济学”，其核心是美国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其本质就是对内的新自由主义和对外的保护主
义和本土主义，即强调在国内减少国家管制、激发
市场活力、削弱福利国家同时强调保护美国的本土
市场而非扩展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他在乎的是非
常具体而实在的经济利益，将带领强悍的经济内阁
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报告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国际和国内形
势决定了“特朗普经济学”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果特朗普能克服挑战，落实其政策主张，提振美
国经济、增加就业机会，那么特朗普将有可能成为
美国战后历史上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的“伟大总统”，
如果他不能有效面对这些挑战，其经济政策归于失
败，特朗普将可能成为最为臭名昭著的总统。

报告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一对主权国家间的
贸易伙伴，“特朗普经济学”可能将对中美经贸关系
李巍副教授随后就报告的内容作了精彩的汇报。 产生重大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在特朗普上台
报告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商人的职业经历、喜欢 后遭遇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以来的最为
冒险的性格和华盛顿局外人的身份，使得特朗普执 艰难的一个时期。面对来自“特朗普经济学”的挑战，
政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 中国必须未雨绸缪，沉着应对，稳住阵脚，精准施策。
特朗普总统将可能提出一整套不同于其前任的“特
最后，报告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以下对策，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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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关系 ：做好与美国
打“经济战”的充分思想准备和策略准备 ；学会利
用国际已有经贸规则冷静处理与美国的经贸摩擦 ；
加强与美国国内反特朗普的力量的联系，实行“以
美制美”；在国际社会树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正面
形象，美退我进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构建
中国的自贸区网络，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加强
与美国的能源合作，使之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
增长点 ；探讨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合作空间 ；
加快淘汰国内以钢铁业为代表的过剩产能，在部分
产业实施自我出口限制 ；加快制造业产业升级，提
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此次报告发布会是由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
究院主办的，《清华全球报告》是该研究院的重要政
策产品。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成立于 2016
年，是清华大学、正大集团、天安保险等采取政学

企三方合作模式建立的研究机构，旨在整合国内外
资源，推进全球发展研究，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
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研究院秉持开放、包容和
共赢的理念，研究院聚焦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主
题，依托清华大学，搭建全球平台、组建全球团队，
构建全球网络，培养全球人才，推进世界秩序与中
国方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全球创新网
络与共同发展的研究，推动标志性的全球共同发展
行动案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思想库和行动库。
研 究 院 出 版《 清 华 全 球 报 告 》（Global Report of
Tsinghua）、
《清华方案》（Tsinghua Initiative）、
《清
华视点》（Tsinghua Perspective）等出版物，并
与哈佛大学、乔治城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
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共建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研究中
心网络，为推动中外思想交流、智慧分享和文明对
话服务。

商务部：
中美贸易为美典型家庭节省 850 美元开支
来 源 ：一 财 网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会爆发贸易战？商务部 ：合
则两利斗则俱伤
“中美经贸合作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由双
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对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是
否会爆发贸易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 19
日做上述回应。
孙继文指出，中美贸易为美典型家庭节省 850
美元的开支，他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英国牛
津经济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为例，“2015 年美中
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大约 260 万个就
业岗位，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 2160 亿美元，相
当于美国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 1.2%。中国商品出口
到美国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 1%-1.5%。2015 年
美国典型家庭平均收入为 5.65 万美元，中美经贸关
系可帮助这些家庭一年节省 850 美元。”
孙继文表示，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经贸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美贸易额从 1979 年的
25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5169 亿美元，增长了
211 倍。而中美双向投资规模也在迅速增加，截至
2016 年底，两国双向投资已累计超过 1700 亿美元。
根据报告，未来中美贸易将继续增加。
“预计到 2026 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增

至 3690 亿美元，到 2050 年将增至 5200 亿美元。”
孙继文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
石”，互利共赢、稳定发展是两国以及两国人民的共
同愿望，
“我相信中美双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合作妥善
处理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的问题和分歧，我们愿意美
国新一届政府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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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来 源 ：一 财 网

2015 年 8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施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1、参考收
盘价决定第二天的中间价 ；2、日浮动区间 ±2%。
这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迈向浮动汇率的重要一步，
但由于种种原因，新的形成机制仅存在三天就被取
代。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外流压力上升和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走低的预期。
对人民币汇率的看空情绪一度加剧。市场有观
点怀疑央行能否依靠外汇储备稳定人民币汇率，认
为即使是高达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有消耗殆
尽的一天。海外投资者大肆唱空人民币，人民币汇
率贬值预期陡然上升。
2015 年 12 月，央行推出“收盘价＋篮子货币”
新中间价定价机制，试图引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缓
慢贬值，防止贬值压力突然迅速释放导致的超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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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系造成过度冲击。
新汇率形成机制消除了一次性大幅贬值可能性，
人民币贬值预期显著下降。与“8·11”汇改的“参
考前日收盘价决定开盘价（中间价）”相比，“收盘
价＋篮子货币”的主要不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速
度明显下降 ；第二，由于美元指数和其他货币变动
难以预测，市场预测人民币汇率未来变动路径的难
度大大增加。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汇率变动不确定性
的增加，市场的汇率预期出现较大分化，押注人民
币兑美元贬值的投机活动被削弱。正如央行所说的
“由于美元走势具有不确定性，参考一篮子货币使得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会呈现双向浮动的特点，这有
助于打破市场单边预期，避免单向投机。”新的汇率
形成机制提高了透明度，事后可验证大幅增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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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一次性大幅贬值预期，促进了市场预期收敛。
但是，“收盘价 + 篮子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稳
定人民币汇率的目标。2016 年，美元指数仅仅升值
4%，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却达到 7%。理论上，
“收
盘价 + 篮子货币”是两种汇率形成机制的结合。一
种是参考收盘价的浮动汇率，收盘价与市场供求的
方向基本一致，主要反映国内经济基本面。另一种
是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与其他货币相对价格波
动方向一致，主要反映海外经济形势变化。

币收盘价一般都会高于开盘价。这反映市场仍然是
美元多头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当美元指数下跌带动篮子货币贬值，人
民币需要对美元升值来稳定篮子货币时，收盘价却
拉低了第二天的中间价，导致篮子货币指数下跌。
反之，当美元指数带动篮子货币上涨，人民币却对
美元迅速贬值，篮子货币保持相对稳定。最终，篮
子货币持续贬值接近 6%，一度超过人民币汇率贬
值幅度。

单独来看，两种机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合在
一起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根据收盘价，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走势由经济基本面决定，国内经济指标好转
会带动人民币汇率走强，反之，则走弱。而篮子货
币稳定理论值则是由其他货币的相对走势决定。当
美国经济相对欧洲、日本经济走强时，无论国内基
本面如何，人民币都要相对美元贬值 ；反之，人民
币都要相对美元升值。两种机制在面对不同的冲击
时可能会相互抵消或者相互强化，人民币汇率的走
势最终可能会脱离经济基本面。根据篮子货币和收
盘价的特征，我们可以在国际上找到对应的货币与
人民币做对比分析。

另一个问题是降低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
国人民银行在 2016 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指
出：
“若频繁降准会大量投放流动性 , 促使市场利率
下行……导致本币贬值压力加大 , 外汇储备下降。降
准释放的流动性越多 , 本币贬值预期越强 , 就越是会
促使投机者拿这些钱去买汇炒汇 , 由此形成循环”
。
这表明，即便采用了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对贬值的担
心，依然严重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接下来，对比人民币汇率与实施浮动汇率的新
兴市场国家货币走势。采用 11 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货币相对美元平均加权汇率作为参考标准，以 2016
年 1 月 1 日为基期，对比分析人民币兑美元和新兴
市场货币走势。新兴市场货币走出了一条正弦曲线，
全年波动率上下 10%，但是贬值幅度仅为 1%。人
民币汇率则呈现持续下探的态势，即使新兴市场货
币在 3 月至 11 月震荡波动时，人民币汇率依然持续
贬值。

由此产生的汇率预期将央行的货币政策挤到角落，
导致央行难以施展拳脚，解决外汇市场供求失衡的
问题。在当前的汇率形成机制下，人民币汇率贬值
并非完全基于美元指数绝对值变动，仅仅通过美元
指数的上下波动，就可以让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
举个例子，在 2016 年 1 月至 4 月，美元指数下跌
了 5%，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 0.5%。10 月至 11 月，
美元指数升值 5%，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2.5%。美元
指数一下一上基本持平，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却达
到 2%。

而且，近期人民币汇率急速贬值，并没有分化
预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贬值预期。这种一
致性预期对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严重掣肘。过去，
我们一直讲汇率跌跌更健康，是由于大家认为贬值
首先，对比人民币与新加坡币的走势。新加坡 以后，预期应该分化。例如，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大
货币当局实施的是严格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幅贬值超调，达到底部后，就会有反向操作。然而，
“8
由于 2016 年美元指数前低后高，新加坡币也呈现 ·11”汇改至今，人民币中间价已经贬值 12%，却
前高后低的特征。人民币汇率则一直在承担收盘价 并没有看到任何机构发出人民币汇率预期逆转的声
带来的贬值压力，无法出现新加坡币的双向波动。 音。这种一致性预期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严重
最终，2016 年全年新加坡币仅仅对美元贬值 2%， 掣肘。
人民币却对美元贬值 7%。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篮
基于上述两大缺陷，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指数出
子基本稳定，人民币的 CFETS 货币篮子却贬值了 现了非对称的调整机制。美元指数不仅仅影响每日
5%。
的中间价定价，还会通过市场情绪影响到市场供求、

显然，人民币汇率既没有像新加坡币稳定货币
篮子，也没有像新兴市场货币一样双向浮动。究其
原因，在于汇改并没有推动境内外汇市场建设，也
没有完全消除贬值预期，并产生了两个难以克服的
问题。

根据 2016 年的经验，美元指数从年初的 99
到年末的 103，虽然水平值只上涨了 4%，但一年
内美元指数有 5 次小波动。每一次美元指数下行
1% 时，人民币汇率只有对应 0.1% 的升值，但是美
元指数上行 1% 时，人民币汇率却有对应 0.5% 的
贬值。经过这 5 次反复，最终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远
远超出了美元指数一年内升值幅度。

第一个问题是外汇市场无法出清，篮子货币易
贬难升。当前市场量价并不匹配，市场美元供需存
在较大缺口，美元供给不足。市场交易量受美元供
给的短边约束，有一部分投资者仍然在持汇观望。
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美元将会重新成为强
面对没有出清的外汇市场，篮子货币陷入易贬难升 势货币，只是由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拖累，美联储
的困境。从每日市场交易的收盘价与开盘价的比较 无法持续加息。因此，美元不会持续上涨，而是阶
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弱势美元还是强势美元，人民 段性的一波一波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商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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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者都会在美元低点卖出人民币，持有至美元高点
再卖出。对于实施浮动汇率的国家，会在即期市场
迅速消化美元冲击，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反应
速度太慢，即期市场根本不足以及时消化美元冲击，
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都被堆积到远期市场，形成贬值
预期。贬值预期又进一步强化美元加息的冲击，最
终形成恶性循环。
要解决上述问题，央行应该沿着“8·11”汇改
最初的思路继续前进，让市场供求占主导地位，最
终实施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放弃外汇市场干预，让汇
率一次性调整，实施浮动汇率。我们主张尽快实现
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在浮
动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平衡的恶化会立即反应为
汇率贬值，而汇率贬值又会在短时间内导致国际收
支的改善，从而能够防止贬值压力的积累。这才是“双
向波动”的真正意义。越是拖延对贬值压力的释放，
贬值压力释放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就越是巨大。除非
出现堰塞湖崩溃之前，出现某种变化使湖水消失，
否则溃坝是难于避免的。
当然，由于汇率的特殊性，不能排除汇率持续
贬值和超调的可能性。在严格的资本管制前提下，
人民币贬值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根据国
际文献，货币大幅度贬值，如贬值 25％以上，主
要会产生四个问题 ：通货膨胀 ；银行资产负债表币
种错配 ；主权债务危机 ；企业外债危机。我国只有
第四个问题比较突出。在过去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
下，中国企业借入了较大规模外债，一旦人民币贬
值，企业的人民币计的债务有可能会急剧上升。不过，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企业外债已经大幅度减少且外
债在企业全部债务中的比重很低，中国企业应该不
会因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受到不可承受的冲击。
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方，仍然对人民币
汇率一次性调整心存顾忌。退而求其次，可以选择
在现有的“收盘汇率＋篮子货币”机制上作渐进式
的改革。

但是，任何非浮动的汇率制度都无法解决市场出清
问题。在市场出清之前，任何双向波动都是人为的、
未来可以逐步下调篮子货币的比重，增加收盘 都要以外汇储备的运用为基础。当前的汇率形成机
价比重。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减少篮子货币的比重有 制和管制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化解外汇市场风
助于降低美元指数的影响力，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险，而仅仅是把风险后移。未来央行应该沿着“8·
具体而言，可以在 2017 年将汇率形成机制中收盘 11”汇改最初的思路继续前进，让市场供求占主导
价的权重从 50% 上调至 75%，篮子货币的权重从 地位，最终实施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
50% 下降至 25%。随后，根据相机抉择的原则，
逐步剔除篮子货币的权重，最终让人民币汇率完全
由收盘价决定，成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增加收盘价
比重，可以让贬值压力更快释放，等到央行最终放
开汇率时，造成的影响会更小一些。举个极端的例子，
若收盘价逐步增加到 99%，那么放弃最后那 1% 的
篮子货币，对市场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
总体而言，“收盘价 + 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
制仍然是不成熟的过渡机制。虽然这一机制缓解了
人民币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势头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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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世界经济因中国机遇而焕发生机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年会演讲
来 源 ：一 财 网

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７年年会１７日在瑞士达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习主席
沃斯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的讲话“向世界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理念”，现在发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习 达国家遇到了很多内部的问题，但他们把这些都归
主席在演讲中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 咎于全球化，这是不正确的。
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促全球发展。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卢卡·布
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习主席讲话 尔基奇非常赞成习主席对全球化的态度。他认为，
中所展现的勇气、担当和信心让国际社会各界人士 习主席的阐述为全球化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出
深受鼓舞，人们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作为和中国 发点“不仅是为了中国经济，也是为世界经济着想。”
理念喝彩，更对中国之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机遇
日内瓦联合国记者协会副主席凯瑟琳·菲安康
和贡献深表认同和期待。
听了习主席演讲后表示，中国始终是世界多边贸易

为全球化进程添信心
习主席在演讲中指出，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
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
解决。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
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
平衡。

体系的捍卫者。习主席的讲话不仅展示了中国继续
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决心，也为解决世界和区域经济
问题提供了方案。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球迷茫、焦急
等待之中拨开迷雾，如同２０１７年第一声春雷，
让大家感到振奋和鼓舞。”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
麟以此形容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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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３０％，是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来源，中国巨额的对外投资、大量的旅
游人口等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重要机遇。这次
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表明，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推
动全球化，继续对外开放，欢迎外国投资，为全球
经济作贡献。
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能源与亚洲问
题专家艾哈迈德·甘迪勒直言，中国是全球化进程
的中流砥柱，有着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先进生产力，
以开放的市场、雄厚的资金流和丰富的产品推动着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

为开放合作谋新篇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各方高
度关注中国的经济表现和政策走向。习近平主席以
开放、坦承的态度，就中国经济当前态势和未来发
展方向进行阐述，充分展示了高度自信。

他说，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光辉的
典范，这种示范作用可以提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信
心，动员他们有效进行合作，克服目前全球化面对
的困难。

为世界经济发展添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
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
推动。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
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使全球
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
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人民欢迎
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对世
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发动机’，不仅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
经济都是如此。”市场信息咨询机构ＩＨＳ马基特公
司首席经济学家贝拉韦什说。

开幕式上，习主席用一组数据展现了中国未来
的发展前景 ：预计未来５年，中国将进口８万亿美
元商品、吸收６０００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
总额将达到７５００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７亿
人次。
贝拉韦什指出，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保
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
保持开放的承诺非常重要，“这样的承诺对全球经济
都是利好消息。”
林毅夫说，中国打开大门，经济转型升级，将
为世界带来利好。“从习主席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
在未来发展中将继续保持稳定且中高速的发展，改
善发展质量，提高效益，在此过程中，中国发展会
是全世界的机会。”
“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
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
我们希望，各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公平敞开。”
习主席如是说。

波士顿咨询集团全球主席保罗－汉斯·博克纳
对习主席所传递的开放合作的理念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 ：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相信开放和全球化
英国４８家集团副主席基斯·班尼特长期从事
可以创造双赢。我们需要增长，需要做大蛋糕，只
英中贸易，非常看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有把蛋糕做大，我们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解决公平问
认为这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带
题。”
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有利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说，习主席的
于世界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我希望全球领导人
讲话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推动全球经济发
能充分注意到这些机遇，与中国充分互动。”
展和社会公平合理的心愿，表达了一个拥有超过
他说 ：
“中国积极促进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
１３亿人口的大国对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和平与
主义，这很重要。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亚
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太自由贸易区等理念，都体现了这种机遇思维。在
这些重要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发出了中国
声音，他所说的十分及时，十分有建设性，将对世
界产生重大影响。”
林毅夫说，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每年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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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投资美国需保持理性
来源 ：新华社

美国荣鼎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
年中企对美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456 亿美元 , 约为
2015 年的 3 倍。
美国市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 但大幅增长的投
资是否完全理性却值得深思。从记者采访了解的情
况来看 , 受法律环境、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 , 中
企投资美国远不如想象中那样美 , 中企入美之前应
审慎评估、理性决策。
美国的法律环境是很多中企首先要面对的。比
亚迪副总裁、美国分公司总经理李珂说 , 法律意识
已融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 一家在法律风险方面
没有做好准备的中企进入美国市场 , 很容易成为“阻
击”对象。
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宝钢美洲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叶萌说 , 美国法律体系繁多复杂 , 中企容易在
劳务、环保、生产安全、知识产权等方面遭遇法律
纠纷。
美国在政府层面对中企投资的种种制约也不容
忽视。据 2016 年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公布的
报告 , 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该委员会审查最多的国
家。美国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继说 , 在美国
这样一个强调信息透明的社会 , 以涉及国家安全为
由 , 法律却赋予了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凭借不公开
信息否决外国投资的权力。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去年 12 月底在社交媒体宣
布其上任后将遵循两项简单规则——“购买美国货
和雇佣美国人”, 显现出扶持美国产业和工人的意图。
分析人士认为 , 这种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一旦
落实 , 将使包括中企在内的外资企业投资美国难度
加大。
中建美国有限公司总裁袁宁表示 , 美国的基础
设施建设大多属于政府公共工程 , 有政府资金介入 ,
而政府资金介入项目通常都会有一系列限制条件 ,
比如购买美国货等。对大部分中企而言 , 要把握这
样的投资机会殊为不易。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美国罗格斯大学
访问学者邓子梁说 , 中企赴美投资应保持理性 , 很多
中企并未充分认清进入美国市场后可能面临的种种
困难。
虽然近年来中企投资美国持续升温 , 但投资“热
土”并不等同于投资“乐土”, 投资美国的高门槛依
然存在。对意欲投资美国的中企来说 , 需要做好充
分准备 , 慎防“水土不服”。
与此同时 ,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大 , 无
疑会给美国经济复苏和就业注入新活力 , 阻挠中国资
本进入美国市场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在全球经济低
迷的背景下 , 中美双方应携手合作 , 共享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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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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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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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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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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