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动态
2017 年 3 月 | 美国中国总商会月刊

本期看点 ：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做客美国中国总商会“名家讲坛”系列活动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顿分会举办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风险与挑战研讨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二零一七年活动年历

特别关注 ：
特朗普总统政策展望
中国债券市场的改革与开放
两会专题

美国中国总商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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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CC Foundation

2005 年，是代表中国
美国中国总商会成立于
在美投资企业的非盈利组织。总商会旨在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
会“）成立于 2014 年，是美国中国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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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下属、符合美国税法 501(c)(3) 条款的慈善
基金会组织。基金会致力于帮助中资企业在
美实现其社会责任、回报当地社会，并促进
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企业的了解。

经过 10 年的发展，美国中国总商会已经成为中
资企业在美国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平台，是维
护中资企业在美利益的重要力量。

F

ounded in 2005,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CGCC)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mission is to promote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suppor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embers,
and enhanc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U.S. business communities. The
CGCC’s extensive membership includes
numerous companies from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40 Fortune 500
companies.

T

he CGCC Foundation is an IRS 501(c)(3)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t is
dedicated to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giving back 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GCC is the foremos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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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做客美国中国总商会“名家讲坛”系列活动
第一场活动，也是全系列第七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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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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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商会诚挚感谢万科（美国）控股公司和中国
银行纽约分行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月 16 日上午，美国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
商会）常务理事企业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先生
做客美国中国总商会“名家讲坛”系列活动，在纽
约中国银行新大楼畅谈万科成长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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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室周善青参赞等
约 120 余位中美工商界嘉宾出席活动。
演讲中，王石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房地产市场
前景的看法。他认为，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逐渐从
黄金时代转入到白银时期，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
能否发展得更好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模式。
在国际化战略上，王石先生强调充分信任国际
合作伙伴并坚持契约精神极为重要。从香港、新加
坡到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万科坚持与当地最优秀
的发展商进行合作开发，并充分信任合作伙伴的团
队，与当地项目管理运作团队背靠背紧密合作，这
让万科的国际化步伐稳健而快速。同时王石先生也
谈到了万科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总结到本地化的重要
性。从团队的建设、业务的定位、产品的设计和主
要目标客户的制定等，万科从一开始进入美国市场
就要求本地化，以便可以更快地在本地树立和拓展
业务，和充分融入到本地的市场中去，培养竞争能力。
王石先生对万科在美国的发展充满信心，目前
万科已在旧金山、纽约、西雅图拥有合作项目，并
探索未来在波士顿、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等城市
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同时万科在美国也会尝试不同
的业务模式，除了传统的住宅开发外，也会在美国
市场尝试其他物业类别和投资形态，学习新的经营
模式，并把先进的经验和模式运用到中国市场里面
去。最后王石先生还分享了他的游学心得，以及对
于中西文化异同的感悟。
本次活动是总商会“名家讲坛”系列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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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是中
国领先的房地产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
发和物业服务。截至 2015 年底，公司进入中国大
陆 66 个城市 ；此外，公司自 2013 年起开始尝试海
外投资，目前已经进入香港、新加坡、旧金山、纽约、
伦敦等 5 个海外城市，参与数 10 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物业服务业务以万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万科
物业”）为主体展开。截至 2015 年底，公司物业服
务覆盖中国大陆 64 个大中城市，服务项目近千个，
合同管理面积 2.1 亿平方米。万科美国在 2013 年
初正式进入美国市场，现已经实现了在美国东西两
岸对 15 个开发和整修项目的投资。

商会新闻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顿分会举办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风险与挑战研讨会
2017 年 3 月 2 日上午，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
顿分会与怡安风险顾问公司（Aon Risk Solutions）
及洛克律师事务所（Locke Lord, LLP）携手举办
了“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风险与挑战研讨会”
。美国中
国总商会休斯顿分会会长、怡安风险顾问公司美国
西南大区负责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致开场发言。
洛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介绍了中国企业在美并购过
程中尽职调查的必要性，怡安风险顾问公司中国业
务部总经理、风控副总裁及人力资源战略顾问分别
就并购过程中各项保险业务及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
解决方案作出了精彩的介绍。来自中美金融、投资、
法律、企业界的 50 多位商会会员嘉宾出席。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顿分会会长李少林在开场
发言中指出，随着中资企业在美国发展步伐的加快，
对于美国本地企业的投资并购项目也越来越广泛。
而并购中各项风险的把控则是初来乍到的中资企业
尤其需要专业人士协助的领域。因此，商会希望通
过这场研讨会增进大家对并购过程中各项风险的了
解，使中资企业赴美投资并购之路更加顺畅。
洛克律师事务所的童樟茂律师介绍了在并购过
程中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法律、财务、人力、环境等
方面尽职调查的必要性。他结合自己丰富的经验和
实战案例，为大家讲述了他经历的中资企业并购的
各项经验与教训，还以律师自身的角度向大家讲述
律师在尽职调查中的各项律师费收费原因及收费项
目构成，解开了大家一直以来对聘请专业团队费用
问题的疑惑。
怡安风险顾问公司中国业务部总经理陈青和怡
安风险顾问公司的风控副总裁 Matthew Wiener 向
大家介绍了怡安风险顾问公司针对中资企业并购的
风险而设立的险种，一一介绍了 CFIUS 反向分手
费险、并购保证保险、税务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
或有责任保险等。并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大家说
明怡安风险顾问公司通过设立这些险种保护买方和
卖方投资及资产的方式。而这些根据实际情况设立
的险种也更加符合中资企业并购的需求。
接着怡安风险顾问公司人力资源战略顾问 Lori
Pospisil 向大家介绍了并购企业整合过程中人力资
源的考量，从了解员工价值定位，到保留核心管理
团队，到运用人力资源提升企业价值，为会员在当
地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崭新的角度和启发。
商会特别鸣谢怡安风险顾问公司和洛克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活动的鼎力支持。商会将整合法律、风
险控制等方面的专家资源，为会员企业提供及时、
深度的分析，促进中美工商业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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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ch & Learn”系列——德恒美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陈小敏律
师做客美国中国总商会

2 月 13 日，美 国 中 国 总 商 会 举 办“Lunch &
Learn”系列 2017 年第 1 期活动，德恒美国律师
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陈小敏律师作为本期嘉宾做客总
商会，为总商会工作人员培训非营利机构相关法律
知识，解答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陈小敏律师目前是德恒美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
伙人，在美国从事律师的十多年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他代表过的公司包括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北美代表
处、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烟草进出口总公司、中
建总公司、中建美国公司、中国长江建设发展公司、
美国侨报、多维、美的美国公司、南都集团、远大
美国公司、华润珠海电器公司、美国电器公司等等。
他是国务院新闻办 2000 中国文化美国行大型文化
活动的负责律师。他所领导的德恒美国律师事务所
帮助众多的华资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公募和私募、
兼并、建立公司和合资企业、申请知识产权、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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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或购买房地产、从事商业诉讼以及执行境外
仲裁和判决。陈小敏律师是美中律师协会的首任会
长。他还担任美国众多华裔商会、专业协会和非营
利机构的法律顾问。
陈小敏律师 1982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获哲学学士学位 ；1986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
获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 ；1989 年毕业于美国宾州州
立大学法学院，获比较法硕士学位 ；1993 年毕业于
美国杨伯翰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陈律师
拥有中国、纽约州、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国际法院
律师执照。
总商会“Lunch & Learn”系列旨在借助资源
优势，邀请会员企业及合作伙伴领导做客总商会，
交流分享他们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我们期待着
更多的会员及合作伙伴支持并参与此项活动，也欢
迎希望参加此项活动的年轻朋友与我们取得联系。

会员新闻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举办 2017 中国农历春节员工联欢活动
来源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为在海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员工归属感
和凝聚力，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纽约分行于
2 月 10 日举办员工联欢活动，近 500 名中外员工
共同欢度中国农历春节与元宵佳节。活动当天，窗
外瑞雪飘飘，活动现场人潮涌动，热情洋溢，充满
了纽约分行员工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和祝福。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徐辰行长首先代表分行管理
层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同时回顾了过去一年分行
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绩。徐辰行长表示，2016 年
纽约分行坚决贯彻总行“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
银行”发展战略，始终坚持“合规优先，团队协作，
借力借势，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各项重点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徐辰行长特别向为合规整改、
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新大楼搬迁等重大项目做
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表示了感谢。随后，纽约分行对

2016 年度先进集体、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嘉奖。
纽约分行中外员工为联欢活动自编自演了丰富
多彩的文艺节目。新春舞狮喜气洋洋，大合唱《We
Are the World》让全场一起高歌，而最后的快闪舞
让所有来宾一起融入到了欢快的音乐中。节目间隙
穿插的员工颁奖和抽奖活动更是将现场的氛围推向
了高潮。活动最后，全体员工为新的一年举杯同庆，
共同祝愿纽约分行的明天会更好。
联欢活动在和谐、温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落
下帷幕，展现了纽约分行员工充满激情、积极向上、
团结凝聚的精神面貌。2017 年新年伊始，纽约分行
各项业务取得开门红，未来，纽约分行还将再接再厉，
继续根植美国市场，紧抓政策机遇，优化业务结构，
积极参与当地主流活动，传播中国银行品牌形象。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5

会员新闻

绿地与中远海运携手 项目或落地美国
来源 ：网易新闻

中国大型地产企业绿地控股近日与中国最大海
运企业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启动全面战略合
作，双方拟在航运物流产业、物流地产开发、金融
产业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首批合作项目有望落地
在美国、希腊等海外国家以及上海等国内主要港口
城市。
据路透社 2 月 13 日报道，据公司新闻稿，在
金融领域，中远海运计划发起成立全球码头基金，
用以投资收购世界范围内的优质码头及周边资产，
绿地拟作为基石投资者参与，并与中远海运合作投
建相关物业资产。双方拟共同发起 PPP（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产业基金，参与国内外尤其是“一路
一带”地区项目建设 ；同时双方还计划在股权投资
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工业文化特质的综合性改造示范项目。双方拟先行
开展在美国、希腊、武汉、天津、广州和上海等地
的合作。
在物流与消费产业链整合方面，绿地依托中远
海运港航资源，结合绿地大消费产业的拓展，拟在
商品运输、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商品配送系统等方面，
达成物流供应链长期合作。
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表示，此次
合作旨在整合中远海运在航运物流产业、航运金融、
现有存量项目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绿地控股在地产、
城市基础设施、金融、商业运营等方面的优势，做
大做强双方的产业和金融业务，推动产融结合，进
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他说，绿地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力争实现
双方将在全国主要城市获取土地建设物流地产 10%-15% 的目标增长，而多产业、多业务模块的
项目进行开发 ；共同致力城市更新项目开发，探索 协同效应，显然将为企业的持续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城市产业转型发展中老厂房等工业工地的改造利用，
就此消息，参考消息网 - 出海记记者无法立即
发挥双方所在领域的行业优势，创新存量土地资源
联系到中远海运集团和绿地控股。
开发利用，综合运用节能和新能源技术，打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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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复产的 Karma 为何能被老美评上生产制造先锋
来源 ：浙江新闻

今年 1 月 8 日，在美国汽车分析师协会 30 周
年年度汽车展望峰会上，Karma 汽车公司被《美国
产业周刊》评为生产制造先锋。在中国著名的民营
集团万向集团接手后，一度濒临破产的 Karma 汽车
上演了一出凤凰涅磐。
复产的 Karma 汽车何以在短时间内赢得美国产
业界如此高的认可？ Karma 汽车公司副总裁金泰勒
日前发表的演讲中，透露出了很多关键信息。

吸引优秀的汽车工程师
”大家都觉得吸引汽车界人才来阳光明媚的加
州工作应该很容易，但实际上，底特律的汽车工程
师们都更愿意留在底特律。作为汽车之城，底特律
对汽车工程师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在汽车行业发展
良好的背景下，优秀的工程师们往往更容易被通用、
福特、菲亚特 &middot; 克莱斯勒等公司招纳。对
求贤若渴的 Karma 公司来说，招聘工作面临巨大挑
战。（编者注 ：Karma 汽车公司全新发布的 Revero
车型制造基地位于加州莫雷诺谷市 ) 但是，公司克
服了各种困难，从一开始 20 人的过渡团队，发展为
今天有 1000 人的团队。”金泰勒表示，公司的目标
首先是重新树立品牌，然后是开拓市场、向市场推
出更多的好车。
将生产制造搬回美国，在美国的土地上造车
金泰勒在演讲中说，Karma 公司做的最大的决
定，就是将生产制造搬回美国。”原菲斯科公司在芬
兰靠找其他公司代工来完成汽车的制造，但想要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 OEM（原始设备制造商），我们必
须在美国的土地上造车。”

”我们几乎跑遍了全美各州，考察可能的生产
基地。最后，我们选定了在离公司加州总部不远的
莫雷诺谷市建厂，把所有的车身车间的模具从芬兰
运回美国，并建造了全新的涂装车间和总装车间。
虽然我们的产量无法与大车厂相比，但我们对质量
的要求异常严苛。目前，美国还没有一家能在真正
意义上与欧洲的兰博基尼、玛莎拉蒂和阿斯顿马丁
等相媲美的超豪华生产厂。因此，我们不得不和供
应商一起设计全新的、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生产制
造线。”金泰勒说。
视钟爱 Karma 车的车主为超级客户，对其进行精
准营销
对重建后的 Karma 公司来说，投资收购的不仅
仅是原先的资产和产品，同时还有 Karma 车忠实
的原车主们。这些原车主们仍然热爱并继续驾驶着
2012 年版的 Karma 车。”在经历了车厂倒闭，缺
乏配件和维修保养点之后，这些车主们仍然钟爱他
们的 Karma 车。这些都是我们的超级客户。”金泰
勒表示。
Karma 公司重启后，团队多次与这些原车主们
接触交流，并为他们提供了急需的保养和维修服务。
这些车主们对 karma 车的经典外观仍然赞叹不已，
在从不缺少豪车的加州，Karma 车到哪里都仍然是
焦点。
金 泰 勒 说， 豪 华 车 在 美 国 汽 车 市 场 占 据 了
10%，每年有 4 万辆车可以被称为”超豪华”。有
能力购买这些豪华车的车主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
因此，精准营销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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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将于 3 月陆续开通成都重庆两地至洛杉矶航线
来源 ：网易新闻

已开通中国大陆至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西雅图、
圣何塞、芝加哥、波士顿、多伦多和卡尔加里在内
的八个北美航点。新增成都、重庆至洛杉矶航线后，
海南航空北美航线数量将多达 12 条，旅客可从成都、
重庆、长沙三地直飞洛杉矶，进一步方便中西部旅
客的出行，加深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
洛杉矶是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坐落于加利
福尼亚州南部，同时也是一个五光十色、包罗万象
的城市。洛杉矶气候四季宜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拥有超过 130 公里的海岸线。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活
力与动感，代表了多元化的文化和艺术。

海南航空今日宣布将于 3 月 15 日正式开通成
都至洛杉矶直飞航线，3 月 21 日开通重庆至洛杉矶
直飞航线。
近年来，海南航空持续开拓北美航线网络，现

成都 = 洛杉矶、重庆 = 洛杉矶航线将采用波音
B787 梦想客机执飞，客舱布局宽敞舒适，公务舱
配备 180 度平躺按摩座椅，BOSE 降噪耳机及优质
的洗漱包，全舱配备了专属的娱乐点播系统和丰富
的东西方美味佳肴。除此以外，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
海南航空与境外航空伙伴的合作，推出丰富的联运
产品，带领旅客飞抵更多的目的地。同时，海南航
空还为公务舱旅客提供车接车送服务，多次往返套
票等旅行产品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为旅客打
造完美的飞行体验。

比亚迪纯电动客车开进美国佛罗里达州
来源 ：中国客车网

2017 年 3 月 1 日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皮内
拉 斯 县 的 公 交 运 营 商 PSTA(Pinellas Suncoast
Transit Authority) 斥资 200 多万美金向比亚迪购
买该县首批 2 台纯电动大巴，并计划未来继续购买
20 台比亚迪绿色大巴，用以推进该县的零排放公交
发展。“比亚迪纯电动大巴足迹已遍布全美 30 多个
州，他们拥有大量的运营经验，是我们的首选 !”PSTA 的高管表示。
据悉，该批大巴将在佛州的“阳光城市”——圣
彼德斯堡率先运营。圣彼德斯堡因全年平均有 360
天的充裕光照而得名“阳光城市”，目前已成为全球
知名的度假天堂。想想阳光、沙滩、海浪、绿色大巴，
还有一位老司机 ( 比亚迪早已成为环保界的老司机
啦 )……难怪全球游客都向往来这里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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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 GCM 助力跨国企业“一户通全球”
来源 ：财经频道

现金管理，作为招商银行的金字招牌，曾十度
蝉联《亚洲货币》“中国最佳现金管理银行”大奖。

等多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现金管理产品体系逐步
完善。

在传统现金管理的优势基础上，招行又创新推
出全球现金管理 (GCM) 服务体系，紧密联动永隆
银行、香港分行、纽约分行等境外平台，结合跨国
企业在招行开立的境内、外各类账户及其应用，提
供全球账户统一视图、跨境汇划、跨境资金集中管
理、双渠道货币兑换、汇率管理、单证结算及财富
管理等综合服务，为跨国集团企业提供“一户通全球”
的便捷体验。招行是股份制银行中首家实现跨境账
户整合服务的银行，这也凸显了招行技术领先和服
务专业的优势。除了跨境本外币双向现金池，招行
还创新多维定制现金池、虚拟现金池、平行现金池

此外，作为招行最具同业竞争优势的业务之一，
CBS 凭借强大的持续创新能力，通过为客户量身定
制综合化的财资管理方案，将现金管理服务深植于
企业财资管理最基本、最核心的资金运作和管理中，
为拓展和深度经营核心机构客户提供了强力支撑。
同时，不断拓展财资管理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提供
涵盖金融服务顾问、财资管理顾问、IT 系统架构咨询、
开发运维支持等全方位财资配套服务，发挥产品体
系和行业专属服务的集群效应，并逐步形成立体网
状的紧密协同。

中国移动与美国 AT&T 宣布物联网方面合作
来源 ：新浪财经

2 月 27 日，中国移动和美国 AT&T 双方同意
共同努力实现物联网（IoT）合作。该协议将帮助
AT&T 全球企业客户在中国市场连接及部署其资产
和产品。
据中国通信网消息，中国移动为 13 多亿人口提
供 4G 网络覆盖也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4G 网络。
“我们期待帮助 AT&T 企业客户将他们的连接解决
方案带入我们的市场，”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行政总裁李锋说。“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为我们
的顾客开启新的选项和经验，同时实现我们的核心
目标之一 ，增加我们网络上已连接设备的数量。”
AT&T 为近 350 万企业客户提供服务，帮助他
们将设备连接到世界各地。“中国是发展最快的市场
之一。它为我们全球企业客户提供了极大的机会，”
AT&T 物联网解决方案总裁 Chris Penrose 说。
“与
中国移动合作意味着我们可以打开通往这个机会的
大门。这昭示着物联网将进入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时
代。”
双方正在共同开发一个新的技术平台，利用其
将 AT&T 企业客户的物联网订阅无缝平移到中国移
动的本地服务。幕后的无缝转换将简化希望在华扩
展业务的客户的供应链，使他们能够更快地进入市
场，更有效地驱动新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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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海外收购遇阻 王健林影视帝国扩张放缓
来源 ：时代周报

万达官方网站的公告称，截至 2017 年 1 月 23
日，除中国万达院线外，万达集团已在全球并购了
美国 AMC、美国卡麦克、澳大利亚赫伊斯、欧洲欧
典、北欧院线集团。
中国首富王健林计划以 10 亿美元收购美国迪克
克拉克制片公司 (Dick Clark Productions) 的交易
疑似受阻，英国《金融时报》2 月 22 日发布消息称，
目前大连万达集团这一收购计划或因遭遇监管已被
推迟。截至时代周报记者发稿，万达集团方面并未
就此事做出官方回应。

青岛东方影都”。回顾王健林近年来的收购历程，可
以说与上个世纪的传媒大亨默多克极为相像，只是
一个打造的是“新闻帝国”，另一个则是“电影帝国”。
事实上，以地产起家，并最终成为首富的王健
林近年来一直在积极调整战略，试图甩掉万达“地
产商”的标签，万达集团逐渐形成了商业、文化、
网络、金融四大产业。

2017 年 1 月，王健林在万达集团 2016 年年会
上对外宣布“转型成功”。从万达集团公布的 2016
年报中可以看出，经营业绩一增一减两大趋势尤为
去年 11 月份，万达集团瞄准了好莱坞电视制 明显。2016 年万达集团资产达到 7961 亿元，同比
作行业，宣布将耗资约 10 亿美元买下美国迪克克 增长 21.4%。在地产火热的 2016 年，万达却反其
拉 克 制 作 公 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DCP） 道而行之，大胆调减 600 亿元的地产收入目标，房
100% 的股权。这家拥有多个电视节目版权的美国 地产收入同比减少 13.9%。而服务业收入则占比
制片公司，揽下了金球奖、全美音乐奖、乡村音乐 55%，历史上首次超过房地产收入，其中，新兴产
学院颁奖典礼、公告牌颁奖典礼等 20 多项著名 IP， 业高速增长，使得万达在房地产收入下降 25% 的情
被誉为美国现代文化的标志之一。如果收购成功， 况下，总收入依然能实现增长。
万达将实现资金的注入，而迪克克拉克公司则可以
而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万达文化产业收入
保持原有的团队，这是万达集团文化产业敲开好莱 641.1 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成为
坞大门的重要一步。
万达的支柱产业，其中电影产业收入 391.9 亿元，

王健林的全球电影帝国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万达疯狂收购海内外的电影产
业。

“我想收购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中的一个，但是
能不能收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不确定。”此前， 美国收购审查力度加大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好莱坞采访时，直言
万达五年来的电影国际化扩张之路看似势如破
不讳地透露了自己的目标。
竹，但实际并非一帆风顺，万达集团影业雄心勃勃
去年 9 月份，继收购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之一 进军好莱坞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忧。自去年 9 月份
派拉蒙影业计划折戟之后，万达并没有停下它的收 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企业在媒体行业收购交易的
购步伐，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好莱坞电视制作行业。 审查力度一直在加大。
去年 11 月份万达宣布将全资收购美国迪克克拉克制
据 2016 年底的外媒报道，美国参议院少数党
作公司，今年 1 月份还派出代表参加在洛杉矶举办 新一届领袖舒默在给财政部长杰克 • 卢和美国贸易
的“金球奖”颁奖典礼。2 月 13 日，万达回应了当 代表迈克尔 • 弗罗曼一封信中表明态度，中国万达
天媒体报道万达收购德国邮政银行一事，称其属不 集团等公司收购美国公司的交易应受到进一步的审
实报道，而对于近日媒体传出的收购遇阻一事，时 查，以确定背后是否牵扯到中国政府利益，以免美
代周报记者致电万达集团，对方并未做出回应。万 国公司陷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达 官 方 网 站 的 公 告 称， 截 至 2017 年 1 月 23 日，
除了面临美国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海外投资审
除中国万达院线外，万达集团已在全球并购了美国
查加大的挑战，万达此番的收购计划还不得不应对
AMC、美国卡麦克、澳大利亚赫伊斯、欧洲欧典、
北欧院线集团。可以看出，万达目前还没有将美国 对外投资监管收紧的趋势。今年 2 月 21 日，时任
国家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公
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收入囊中。
布，2016 年中国全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高达
“要建立全球电影发行网，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 1700 多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4.1%，中国已经由
建立强大的海外发行渠道。”王健林在今年年会上提 一个资本净输入国变成一个资本净输出国。针对企
出。时代周报记者梳理近五年来万达海外收购影业 业盲目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
的进程发现，从 2012 年并购 AMC 开始，万达“有 乐部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有关部门将
计划、有战略“地部署了一盘电影全球化战略的棋局。 监控这些“非主业”、“非理性“的大额对外投资。
经过了五年的海外拓展之路，如今万达已经形成了
中国知名投资人、货币专家黄生指出，当前资
中国、欧洲、美国世界三大主要市场的电影院线布
金外流、外汇储备减少，资本管制和资本开放之间
局阵容，还宣布斥资 500 亿元打造“中国的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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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加剧，如何平衡和改革是需要面临的重要挑
战。

中国企业为何掀起了海外并购热潮？
“境外的跨国并购主要有人民币估值优势、产业
整合和技术升级这三大方面的机会”，国信证券 ( 香
港 ) 董事、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谢开聪向时代周报
记者解释称，目前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说处在比较强
势的地位，用高估的人民币来进行境外收购更占优
势，并购国外一些经营不太景气的企业，可以实现
资源和产业的迅速整合，整合后还可以实现技术升
级，用境外比较优秀的科技快速提升国内企业的技
术含量，比如去年北京控股完成了对德国最大垃圾
焚烧发电企业 EEW 的并购，大幅提升了北控在全

球固废环保领域的行业地位和管理、技术经验。
2016 年中国对外投资前 11 个月实现了快速增
长，12 月份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2016 年 12
月初，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
连续发布通告，表明将密切关注非理性的对外投资
倾向。
“这些把控或许并非出于压制和打击的目的”，
谢开聪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缺乏经验，在探索
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关监管部门的把控和帮助，才
能少走弯路、不走弯路 ；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境
并购走出去，既是中国资本日益强大，在国际市场
展现话语权的表现 ；又是通过全球资源整合，迅速
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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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金融获数千万战略投资 与风和集团共同打造资产配置“航母”
来源 ：荷马金融

2 月 14 日上午消息，荷马金融宣布与知名外
资机构风和集团完成战略合作，获其数千万 A 轮战
略投资。本次双方强强联手，立足中国，放眼全球
资产配置市场。荷马金融 CEO 叶程坤表示，荷马
金融定位为海外理财的服务平台，为有海外理财需
求的个人和机构，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与系统服务，
在经营持续向好，业绩稳步提升且盈利的情况下，A
轮融资具有战略意义。

的大数据进行分析，为其设计最有效的风控模型和
流程，提供稳健收益的最优资产配置方案，实现自
身海外资产及家族财富的保值增值。

风和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吴炯是阿里巴巴集团
前 CTO/ 天使投资人，雅虎公司（美国）技术专利
发明人，并被评为创业邦 2014 年中国年度天使投
资人。在此次与荷马金融的战略合作中，吴炯被问
及为什么选中荷马金融？他指出，近几年来，高净
值人群的资产规模迅速增长，其在个人资产中的占
比也不断上升。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资产配置
的需求也将越来越旺盛。风和集团此次战略投资，
不仅将携手打造一支国际化投研团队，还将集双方
资源之优势，就金融市场风险研究、投资者教育、
渠道拓展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入的战略合作。

而海外资产配置就是新一轮财富增值机会，大家都
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可以预见海外投资将是广阔
的蓝海，这也是为什么风和集团将荷马金融作为优
质的投资目标。

A 轮融资完成，荷马金融与风和集团达成战略
合作，体现了市场对荷马金融的认可，也充分说明
荷马金融经过近两年多的发展，无论是平台实力、
客户满意度，还是品牌知名度，均被市场接受与认可。
风和集团不仅将给荷马金融带来知名度，更为荷马
风和集团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主要投资 金融提供更多的资产业务。在多线并进的业务模式
于创立初期或成长阶段，极具潜力且拥有创新的商 下，荷马金融将在人工智能投顾领域获得进一步发
业模式的消费和科技类公司。以往投资记录包括 ： 展空间。
聚美优品、淘宝网、酷我音乐、聚光科技等等。荷
荷马金融 CEO 叶程坤表示，个人海外投资市
马金融作为金融行业一颗新星，完全匹配风和集团 场的放开，为中国家庭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很多
投资标的筛选标准。
人希望在更广阔的资产“供给”中进行价值投资，

牵手风和集团，荷马金融将加速践行分享全球
财富的发展愿景，一如既往地精选海外优质基金、
深耕客户服务体系、防控投资理财风险，为每一位
投资者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有效的投资策略。

此外，2017 年荷马金融将联合国内外知名高等
学府共同组建“荷马金融商学院”——着力为高净
值人群搭建一站式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教育平台。以
荷马金融成立于 2014 年，以北京总部为中心， 财富管理与传承为核心诉求，旨在研究中外经济发
统筹管理纽约、香港、开曼、杭州等分支机构，以 展趋势、普及资产配置策略、帮投资人防范投资风险。
国际化的视野，对投资者做风险测评以及已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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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 ：特朗普当选不会影响福耀玻璃在美投资
来源 ：澎湃新闻

票据持有人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合计 2.04 亿
元，每股社会贡献值为 3.32 元。
福耀玻璃 2016 年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
的境外资产达 130.38 亿元人民币，在总资产中占
比 为 43.64%。 公 司 的 大 部 分 资 产 位 于 中 国， 且
65% 左右的收入源自中国的业务。

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制造商、福耀玻璃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福耀玻璃）将继续推进
其海外投资计划。
据路透社报道，福耀玻璃董事长、有“玻璃大王”
之称的曹德旺在近日举行的 2016 年业绩发布会上
表示，今年将持续推进在美国约 10 亿美元的投资，
并计划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
通过投资建厂创造大约 4500 个就业岗位。

针对“跑路风波”，当天他再度澄清是误会，并
强调福耀玻璃的根本基础在中国，业务遍布中国 16
个省份，公司并无撤出内地的计划，但也会在欧洲
和美国布局。“我为我们走出去感到非常骄傲，因为
有这个资格进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企业为数不多。
我们到美国去是为美国的汽车厂提供服务，福耀有
这个资格可以理解为福耀有真正的实力。”
福耀玻璃的海外投资，与玻璃行业的销售半径
属性息息相关。曹德旺曾对媒体称，福耀玻璃把工
厂外迁到市场前沿，一方面是履行与下游整车厂实
现在当地配套的约定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原料、
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在美国直接设厂的
生产成本与国内已相差无几。

“美国是福耀最大的海外市场，我们能够、也将
在美国盈利。”曹德旺在前述于香港举行的发布会上
称，“特朗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当选总统不会影
响到福耀在美国的投资。”

曹德旺称，美国有包括大众、通用、福特等在
内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在美国和其他海外市场建
立工厂，能够使得玻璃生产更接近其国外客户，有
效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还能从更低价的原材料、能
以上三个州是福耀在美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源和税收中获利。
俄亥俄州代顿工厂（夹层玻璃、钢化玻璃、包边和
公开资料显示，福耀玻璃从 1995 年就开始在
ARG 生产基地）、伊利诺伊州芒山工厂（浮法玻璃 美投资设立子公司负责美国市场，2001 年至 2004
制造基地）、密歇根州法纳工厂（附件装配）和分布 年，福耀打赢了中国对美反倾销胜诉第一案，成为
各州的销售部门，组成了福耀位于美国的汽车玻璃 中国汽车玻璃销售企业中唯一一家出口美国无须缴
完整产业链。其中，代顿工厂创下了中国在俄亥俄 纳反倾销税的汽车玻璃企业。根据福耀玻璃与通用
州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投资。
公司签订的合同，2016 年 12 月之前必须在美国建
除美国之外，欧洲也是福耀玻璃今年的投资重 一个工厂，并且 2017 年 1 月必须在美国供货。因此，
点。据曹德旺透露，公司今年将在德国和俄罗斯进 曹德旺从 2014 年开始就组织人员到美国进行前期
一步投资 1.3 亿美元，以涉足更多海外高端市场。 调研。
去年，福耀在德国的工厂已经启动建设。根据福耀
去年 10 月，福耀玻璃总投资约为 6 亿美元的
玻璃官网资料，该公司目前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俄亥俄州代顿工厂正式投产。截至去年底，该厂目
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
前已雇佣 2000 多名员工。据悉，俄亥俄州政府官
福耀玻璃发布的 2016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显示， 员向福耀玻璃集团承诺提供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98.66 款和激励，是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的激励措施之一。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2016 年度，公司实现
根据福耀在业绩发布会公布的资料，该工厂目
营业收入 166.21 亿元，比上年增加 22.45% ；利 前尚未实现盈利，但已为宝马、通用、本田、大众、
润总额 39.20 亿元，比上年增加 28.82% ；实现归 现代等多个汽车品牌提供产品，今年将增加产能至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44 亿元，比上年增 550 万套汽车玻璃。
加 20.68%。
曹德旺表示，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福耀玻璃在
2016 年，福耀玻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1.25 元， 美国接收到的订单预计将从目前的 6 亿美元增加到
上缴国家税收 21.03 亿元，向员工支付工资等薪酬 10 亿美元。
合计 28.71 亿元，向银行、公司短期融资券及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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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航福州 - 纽约航线首航 系福建首条直飞美国的航线
来源 ：网易航空

2 月 15 日 上 午 09 ：15， 满 载 287 名 旅 客 的
MF849 航班从福州机场起飞，标志着厦航正式开通
福州 - 纽约航线，这是福建省首条直飞美国的洲际
航线，福州成为北京、上海、广州后首个开通直飞
纽约航线的中国内地城市。
福州 - 纽约航班号为 MF849，09 ：15 从福州
起飞，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时间为 10 ：55 ；纽约
- 福州航班号为 MF850，从纽约起飞时间为 12 ：
55，到达福州的时间是 17 ：00。（以上时间均为当
地时间）
厦航使用波音 787-9 飞机执飞此条航线，每周
一、三、六执飞。该航线的飞行距离达到 14000 公里，
是厦航目前最长的航线，同时也是 787 飞机执飞的
世界第三长航线，单程飞行时间约为 14.5 小时。

空地联动

系列活动欢庆直航

2 月 15 日上午 08 ：00，厦门航空 B787 福州
- 纽约航线首航仪式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国际出发
厅举行。在首航仪式中，厦门航空空乘人员以自由
女神、白鹭等象征形象表演舞蹈《遇见纽约》。
首航仪式结束后，厦门航空在旅客登机前还举
办了系列主题活动，为首航旅客送上欢乐和祝福。
厦航工作人员揉合福建风情与美国流行文化，将代
表福州特殊的民俗舞蹈《茉莉花》与美国偶像迈克
尔·杰克逊的经典舞曲相结合，带来“乐舞盛宴”。
现场工作人员还发动现场旅客参与“Handclap”热
舞环节，互动不停、欢声不断。首航当日正值纽约
时间情人节，厦航工作人员还结合节日元素，扮作
卡通玩偶，与现场情侣旅客拍照留念，送上节日祝福。
在首航航班上，厦航组织了以“福到纽约”为
主题的特色机上活动，十名空中乘务员手持十幅不
同的“福”字书法作品，在客舱内进行舞蹈展示，
以中国福展现乡情亲情，营造喜庆热烈的客舱氛围，
为中外旅客营造了一个温馨、愉快、难忘的首航旅
程。航程中，厦航在全客舱中组织开展首航寻福刮
奖活动，通过机上香氛刮奖书签、福袋等物品和画面，
让旅客亲手参与、亲身体验，形成有效互动，并为
所有参与的旅客送上精美奖品。

直飞纽约 搭建中美交往新桥梁

到 100%，该航线在开航初期的客座率也保持在八
成以上。
作为福建本土发展起来的航空公司，厦航开通
福州直飞纽约航线 , 不仅将为闽籍华人与故乡之间
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也将为福州乃至福建省的对
外交流提供全新渠道，助力新福建建设。

先进机型 提供舒适空中旅程
厦航的波音 787-9 飞机共有 287 个座位，客
舱布局由 30 个商务舱和 257 个经济舱组成。商务
舱座位采用反鱼骨布局，按照 1-2-1 排列，为旅客
提供了更多的私人空间。
该机型具备空中 WIFI 功能，旅客可免费申请
体验此项服务，在飞机进入平飞状态后，利用电脑、
iPad 等设备连接客舱内 WIFI 信号，即可进行网页
浏览、收发邮件、网上购物、微信聊天等互联网操作。

中华茶餐 传递家乡味道
在福州 - 纽约航线上，厦航推出独具特色的中
华养生茶餐，旅客在空中将品尝到红袍煨翠鲍、铁
观音茶鸡汤、河田鸡茶叶炖盅、红茶裸麦包、茶香
鸡丝饭等以茶香为特色的养生茶餐。

此外，厦航在该航线上特意为旅客配备了经典
纽约被称为世界之都，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同 福州菜品，如福州肉燕汤粉、糟菜炒粉干、糟香鱼柳，
时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在金融、媒体、政治、 另配有福建的经典茶品——金骏眉、正山小种、铁
娱乐以及时尚等行业都对全球有着重要的影响。
观音等，使旅客在长途飞行过程中也能品尝到纯正
“家乡味”
。
福州是中国著名侨乡，据统计，纽约地区的华
人人口已有 150 万，仅福州裔华侨就达 80 万。因
此，福州是中国内地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
城市之外的第四大美国航线客源地。得益于两地之
间旺盛的市场需求，福州 - 纽约首航航班客座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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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福建 未来开辟更多洲际航线
近年来，厦航始终将福州作为“特区”来重点
规划、重点投入、重点建设和重点发展。目前，厦
航在福州共执飞航线 80 条，通航国内外城市 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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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率先实现两个“全覆盖”，即实现全国省会城市、
主要经济发达城市及旅游热点城市的全覆盖 ；基本
实现至东南亚、东北亚主要国家、城市的全覆盖。
此次开通的福州 - 纽约航线，是厦航在福州继悉尼
后开通的第二个洲际航点。

厦航董事长车尚轮表示，福州—纽约航线的开
通，承载着厦航飞向全球的雄心壮志，凝聚着厦航
对八闽人民的深情厚谊，寄托着福建人民展现福建
风采的美好愿望，厦航将用最饱满的热情、最真情
的服务铺就一条便捷、温馨的亲情之路，推动中美
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进一步提升福建和福
州的国际影响力。

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倪岳峰在仪式
现场表示，福州 - 纽约直飞航线的开通，为广大闽
籍乡亲往返两地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架起了福
从 2015 年开始，厦航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建省、福州市对外交流新的空中桥梁，有力地推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开通阿姆斯特丹、悉尼、墨
福建省、福州市与美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 尔本、温哥华、西雅图等 6 条洲际航线，实现了航
线网络对欧、美、澳的全覆盖。今年在直飞纽约航
为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作出积极贡献。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白智理表示，福州 线之后，厦航将于 6 月 27 日开通厦门—洛杉矶的
与纽约渊源深厚，往来历史悠久，新航线的开通对 航线，未来还将开通从福建直飞多伦多、巴黎、伦
于中美两国都有重要意义，将进一步密切经贸往来 敦的航线。
和亲情交流。

2017 年中国企业税务专题培训在旧金山成功举办
来源 ：旧金山领区商务通

3 月 2 日，驻旧金山总领馆经商室委托中国企
业投资贸易服务联盟在旧金山成功举办 2017 年中
国企业税务专题培训。培训邀请安永会计事务所资
深咨询人士进行专业义务讲解，60 多名领区中资企
业代表参加，场内座无虚席。杨依杭参赞出席开班
仪式并讲话。
杨依杭参赞强调，本期培训是 2017 年驻旧金
山总领馆经商室为服务企业而倡导举办的首个专题
培训。目的是在中美省州经贸合作机制下，针对中
资企业在美投资经营遇到的税务问题，充分发挥安
永等服务联盟成员在该领域的专业优势和经验，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围绕培训主题，该班设置了“美国税务与特朗
普税改概况”、
“转让定价和税基侵蚀”、
“关税”、
“税
收激励政策”、“房地产投资税务”及“个人所得税”
等 7 个单元课程。根据培训对象特点，在培训方式
上，既有专题讲授，又有案例分析，还有互动问答、
自由交流等。在五个多小时的培训中，安永咨询专
家结合美国税法规定及长期一线实践经验，通过大
量中英文数据、图表和案例，生动阐述了中资企业
在税务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和应对策略。互动交流时
大家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关切提出自己公
司遇到的税务问题，咨询专家对所提问题一一认真
回应。

发了战略预判思维，明确了企业发展在税务方面应
注意的当前和长远考虑要点。三是相关企业间建立
了广泛联系，为今后在美经营合作打下基础。学员
们对经商室在务实服务企业方面表达了由衷谢意，
对服务联盟尤其是安永会计事务所工作人员的专业
素养、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给予充分好评，希望未
来能继续参加其他专题培训活动。
“系列专题培训”是驻旧金山总领馆经商室以服
务联盟平台为依托，切实推进“一手帮助企业解决
问题，一手增强企业经营本领”的落脚点之一。今年，
经商室还将继续委托服务联盟，鼓励各成员单位发
挥行业优势，牵头举办公益专题培训或组织主题活
动，在丰富、完善服务联盟运行体系的同时，帮助
中资企业夯实在美发展基础。

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覆盖面广，
含金量足，实用性强，收获很大。一是加深了对美
国税务整体框架和特朗普税改方向的理解。二是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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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接近获得欧盟批准
来源 ：新浪财经

新浪美股 北京时间 3 日晚 FT 讯 周五一位未具
名人士的内部消息称，中国化工集团拟以 430 亿美
元收购瑞士公司先正达的交易接近获得欧洲反垄断
机构的批准。
这位未具名人士在杜邦公司（DD）和陶氏化学
（Dow Chemical，DOW）的合并交易谈判中有所
参与。据这位人士的内部消息，杜邦与陶氏的合并
交易也接近获得欧洲反垄机构的批准。
外界认为，杜邦和陶氏的交易获批可为中国化
工集团和先正达的交易扫清障碍。《金融时报》称，
杜邦与陶氏规模 1400 亿美元的合并交易据传有望
在 3 月获得批准，此前这两家公司提出出售部分研
发业务。

美媒 ：中国企业创纪录收购美汽车零件商
来源 ：网易新闻

美媒称，中国企业 10 年前就开始讨论要用一大
批低成本乘用车开启美国汽车市场。但讨论未变成
现实，他们反而通过以创纪录的速度收购美国汽车
零部件生产商，渗入当地汽车行业。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 2 月 14 日报道称，宁
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福特汽车、通用汽车与
大众汽车等一些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供应风窗清洗
系统和通风系统。2016 年公司花费了超过 10 亿美
元收购了美国密歇根州一家生产安全气囊的公司以
及印第安纳州一家流水线装置制造商。
如今，均胜电子可能达成公司历史上最大一笔
交易，让一家附属公司求购陷入困境的安全气囊生
产商高田公司，并进一步巩固出口美国的汽车底盘
业务。 2016 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投入创纪
录的 16 亿美元，希望进入美国供应链，以为日渐成
熟的国内市场另辟蹊径，均胜电子在其中遥遥领先，
而这笔潜在交易将是该公司开拓性策略的延续。
“我们仅处在一个重大趋势的开头，这个趋势将
延续 5 到 10 年，”香港咨询机构 Dunne Automotive 总裁迈克尔·邓恩说。“若最初的策略是从中国
向外出口，那么目前可以明确的一件事是他们料将
在美国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报道称，据彭博汇编资料，2016 年美国宣布的
汽车相关并购交易至少有七件涉及中国公司，已宣
布的交易总额刷新了 2014 年创下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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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驻华大使提名人布兰斯塔德 ：希望促进双赢的美中关系
来源 ：广州日报

近日，美国驻华大使提名人布兰斯塔德接受了
美国媒体记者的专访，就美中贸易关系以及担任美
国驻华大使后的打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布兰斯塔德长期担任艾奥瓦州州长，对于美中
贸易面临的关键问题，他从艾奥瓦州的情况说起：
“艾
奥瓦向中国出口很多产品，比如黄豆和猪肉。我们
看到的贸易增长，我认为是建立在友谊与信任的基
础上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克服差异，共同协作，
创造一个让两国实现双赢的局面。特朗普总统写过
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最好的交易，是让两方
双赢的交易。这也是我希望促成的。”
在被问到特朗普的政策是否会给美中之间的贸
易增加障碍时，布兰斯塔德说 ：
“显然，特朗普能
够当选是因为他想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创造更多
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但我想我们有机会一起合作，
进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贸易。这也是我想扮演
的角色。”
布兰斯塔德还谈到他与中国深厚的友谊，他说
：
“我和中国有一段长时间的友谊，这是一个优势。
当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他就来到艾奥
瓦，艾奥瓦人民对他非常友好，这让他也爱上了艾
奥瓦。他把艾奥瓦的人民称作他的老朋友。所以我

希望这段友谊能帮我们促进美中关系的进展。艾奥
瓦人欣赏谦逊和勤劳的品质。习近平也有类似的经
历。他曾经下乡，很辛苦地工作。他了解农业。所
以我想我们有共同点，我希望这会对我们两国起到
帮助。”
同时，布兰斯塔德也 坦言，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也有一定的挑战。他说：
“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到中国，
人们认识我，也把我当成中国的朋友。这是我的优势。
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们需
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布兰斯塔德表示，在担任大使期间，他的首要
考量是推动经济发展，为艾奥瓦带来更多就业，更
多出口机会。同时也帮助中国繁荣发展。
当地时间 2 月 23 日，布兰斯塔德表示，就职
之后将为美国的牛肉和转基因农产品出口打开中国
市场。
近 3 年来因农副产品的价格暴跌，美国农民生
计惨淡，因此急需开辟贸易新途径。不久前，美国
农业部称，2017 年农民的收入将继续下跌。布兰
斯塔德乐观地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通过谈判争
取新型贸易的战略，这一战略能够赢得新的销售市
场，并造福于农村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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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 ：中国对外并购活跃 2017 年个别项目审批时间或延长
来源 ：新浪财经

的 54% ；跨境交易活跃，占 2016 年并购总金额的
36%，
也高于 2015 年的 31%；
收购方股价反应积极，
交易宣布之后，收购方的股票价格超额回报率中值
基本呈中性偏正面 ；就领先的行业部门而言，按金
额计算，科技行业是 2016 年并购最为活跃的行业
板块，其次是电力、房地产和医疗保健。
同时，全球各地的收购方依靠战略性并购扩大
地理布局，提高创新能力，这体现在一系列拟议的
交易中，如高通收购恩智浦半导体，中国化工收
购先正达，伦敦证券交易所 收购德国证券交易所
(Deutsche Boerse Group) 以 及 AT&T 收 购 时 代
华纳。

尽管 2016 年全球并购市场所宣布的交易金额
达 到 3.9 万 亿 美 元， 创 历 史 第 三 高 水 平， 然 而 一
些细节的变化则值得关注——总金额实则同比下降
18%，撤销的并购交易总额创下 2008 年以来最高
纪录，100 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交易总额同比下
降 39%。

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中国对外并购激增，中
国对美国和 EMEA( 欧洲 , 中东和非洲 ) 的并购交易
分别比去年增长 471% 和 252%。不过，全球 2016
年撤销的交易金额达到 8,420 亿美元 (769 宗交易 )，
创下自 2008 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持续增强的监管压力。
摩根大通认为，由于企业面临寻找新增长点以

走进 2017 年，监管审查的加强、全球政治不
确定性激增等挑战仍将延续。摩根大通近期发布了
《2017 年全球并购前景展望》报告，随着全球 GDP
增长预期渐趋平缓，2017 年并购市场的活跃表现将
有助于加快企业的扩张。当前主要的潜在风险在于
监管的不确定性以及股市的高估值。
摩根大通北亚区并购部负责人连涟在接受第一
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战略性、有利产业升级
的并购项目，政府支持的立场并没有变化。”她称，
“从中国买方客户的反馈来看，他们对于其获得相关 弥补内生增长后劲不足的压力，预期 2017 年的交
监管批准以及完成交易融资仍较有信心，但个别项 易量将会继续维持现有水平。此外，低成本融资以
及市场对收购方股价的积极反应也会在部分程度上
目的审批流程可能需更长时间。”
鼓励并购活动的增长。
Mergermarket 提 供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2017
年 1 月份披露的中企境外并购交易金额仅为 47.72 关注高估值和政治风险
亿美元，而去年第一季度该数字是 820 亿美元。
报告也提出，当前全球股市的高估值以及各地
政治不确定性激增，都可能成为
2017 年并购市场
2017 全球并购料持续活跃
面临的挑战。
摩根大通预计，2016 年的全球并购势头多将延
首先，摩根大通认为，并购活动的一个最大威
续到 2017 年，表现为同比增速放缓但仍韧性不改。
胁是股票市场估值。2016 年，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回顾 2016 年，收购方充分利用低成本融资，
资产价值存在高估风险。由此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交
现 金 交 易 占 2016 年 交 易 的 62%， 高 于 2015 年
易中的股票占比更高，以使估值保持一定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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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标普 500 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达到了
17.6 倍，这是 2004 年来的新高。截至过去一周，
道指连续 11 个交易日创收盘纪录新高，标普 500
指数以及 MSCI 世界指数已连续 91 个交易日未出
现超过 1% 跌幅，是 8 年以来最长纪录。
不过，连涟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股价相对
涨跌并不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关键还是要
看项目是否具有战略意义，以及能否嫁接中国的优
质资产。”
她表示，
“在中国买方角度而言，其实他们海外
并购有很多的战略考量，希望获得海外先进技术和
品牌，与中国生产能力、市场规模有效嫁接，希望
通过并购获得成倍的增长和回报，实现和原来企业
能做的业务和能力更高数量级上的增长。”
也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美国这轮牛市涨主

少数，占比不超过交易笔数的 3%。
”
就英国脱欧的影响来看，摩根大通认为，无论
英国最终“硬脱欧”还是“软脱欧”
，英国市场的不
确定性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并购机会，包括正在进
入新市场，寻找增长和扩张机会的英国买家，也包
括憧憬与世界级企业联手的外国买家，而英镑汇率
持续贬值也进一步提高了英国企业的吸引力。

中国对跨境并购审核趋严
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的势头强
劲、交易金额不断扩大。不过，由于中国监管层对
于跨境业务的真实性审核不断加强，叠加外部不确
定，似乎中国海外并购的势头有所放缓。
去年 9 月 22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 ( 下称“外管
局”) 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表示，外管局会支持
正常的海外并购，对虚假投资会加以打击。过去一
年来，发现有企业和个人通过对外投资的渠道转移
资产，这是外管局关注的重点。
外 管 局 管 理 检 查 司 司 长 张 生 会 亦 表 示， 根 据
2008 年的条例要求，所有跨境业务加强真实性审核。
连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就我们目前参与项目
的情况以及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有战略性、对产业
升级有帮助的项目，政府对类似并购支持的立场并
没有变化。但有些监管部门明令提出的一些具体行
业，比如对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
乐部等领域的投资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要还是结构性调整，涨的板块都是以前没有涨起来
的传统银行业、基建行业等，但医疗、科技板块整
体并没有录得很大涨幅。如果减税等优惠政策正式
启动，估值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但从摩根大通的角度而言，因为我们参与的绝
大多数交易都是战略性的，从中国买方客户的反馈
来看，他们对于其获得相关监管批准以及完成交易
融资仍然比较有信心 , 但个别项目的审批流程可能需
更长时间。”

2016 年 12 月初，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
外汇局四部门连续发布通告，监管层已密切关注到
就政策风险而言，摩根大通认为，美国新政府、
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英国脱欧渐成现实、中国加强监管审查都将成为
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业内人士
2017 年并购市场的政治不确定性。
也对记者表示，“当前对于企业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
有一种观点认为，CFIUS(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 资的，类似并购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会 ) 其实对中国赴美并购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反
一般来说，大额跨境并购都需要过发改委、商
而特朗普政府里的几个核心内阁成员将会在 CFIUS
务部和外管局三道关，发改委注重项目的宏观管理，
里扮演者重要角色。
是否符合产业政策宏观调控 ; 商务部的投资证书，主
对此，连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
“类似审查目前 要是考虑统计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数额、行业等。
还不明确，市场也还在观察中，不过就历史经验而言， 但一般情况下，企业要从商务部门拿到投资证书后，
涉及到关键技术的行业并购案，美国可能会更趋谨 才能到外汇局进行购汇。
慎，但一般消费品行业、工业制造业、食品农业等
“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公司在做跨境并购的过
基本都能顺利通过 CIFUS 的审查。例如先正达也
程中会更加谨慎，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会比较充分，
通过 CIFUS 的无条件批准。”
企业也会寻找专业水平很高的服务机构早期介入，
她提及，
“从数据来看，在中国对美国的并购交 进而更有利于促进交易的成功。”连涟表示。
易中，真的没有通过 CIFUS 通过的其实是绝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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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华尔道夫——最负盛名的纽约酒店
来源 ：旅游资讯

如果说到纽约的酒店，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 公寓获得高达 40 亿美金的收入，供安邦集团一次性
的华道夫 - 阿斯多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收回买酒店、整修和人员遣散等费用。
这座位于曼哈顿中城 Park Ave 上富丽堂皇的的酒
店， 于 1893 年 由 William Waldorf Astor 建 成，
横跨 49 街至 50 街的整个街区，楼高 42 层，含有
1413 间套房，是世界上第一家摩天大楼酒店，也是
当时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酒店。他也凭借来自上世界
20 年代的装饰派艺术设计风格，登顶纽约地标式酒
店多年。

该酒店从 1893 年启用到现在，历经无数名人
名流的下榻，见证了纽约甚至美国的历史。2015 年，
该酒店被中国安邦保险集团斥资 19.5 亿美金买下，
不久后安邦集团宣布，华尔道夫将计划停业三年进
行大规模的翻新。翻新之后，该酒店会将有四分之
三客房会被改造成私人公寓出售，剩下 300-500
间客房将被升级为豪华酒店客房。而前天，也就是
2017 年的 2 月 28 日，是华尔道夫作为酒店运营的
最后一天。
根据 NYtimes 的报导，安邦保险将斥资超过
10 亿元用于装修华尔道夫酒店 ；但根据专业人员预
测，由于出售酒店公寓往往比经营奢华酒店赚得多
得多，改造之后的华尔道夫酒店可以通过出售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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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华尔道夫建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阿斯特家族的掌门人约翰·阿斯特被公认
为当时全美国最有钱的人，而他将所有财富留给了
自己唯一的儿子威廉姆·沃尔道夫·阿斯特，并嘱
咐他建一座“为富人服务”的饭店，也才有了今天
的华尔道夫酒店。
华尔道夫饭店见证了美国及世界历史上许多重
要事件。十九世纪末，时任中国清政府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乘船考察欧美各国，他在纽约下
榻的饭店便是华尔道夫，李鸿章也成为历史上下榻
该饭店的第一位华人政要。1946 年二战结束后，美、
英、法、苏 4 个战胜国代表在其塔楼的一个套间里
签订了《世界和平协议》；盟军代表曾在该酒店签署
了有关战后的协议。而二战期间盟军统帅、后来成
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也常光顾该酒店，他去世
后其夫人选择在此永久居住。此外，第 31 任美国总
统胡佛也在该酒店确立了永久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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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10 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美
国停留纽约。此前女王和丈夫爱丁堡公爵每次都住
总统套间。女王预定于 10 月 21 日抵达纽约，但当
时沙特阿拉伯国王因病未能按期离开总统套间 ；华
尔道夫决定立即装修一套适合女王住的套间，全部
以古董饰品家具装饰，从此定名为王室套间。此后，
曾长期住于塔楼的温莎公爵夫妇搬进了这套全新装
修的王室套间，一直住到离世。

华尔道夫不仅能让住客们在入住时享受最高等
级的服务，同时主要管理人员精通国际政治、外交
礼仪及各国首脑的喜好，这些使华尔道夫饭店的信
誉经久不衰。如果外国元首对饮食要求不特别挑剔，
华尔道夫饭店有自己的厨师为元首服务，也有的国
家领导人自带厨师，饭店则提供厨房。很多代表团
在来饭店前就先发一份食品清单，提前给饭店的厨
师做准备。为了让各国首脑吃到家乡菜，华尔道夫
饭店还聘请了多名精通各类菜系的大厨。饭店有三
个不同风味的餐厅 ：一个美式，两个欧式的，但专
门服务首脑们的厨师手艺绝对不局限于这两种菜式 ；
从印度的咖喱到日本的寿司和四川风味的中餐，都
是饭店大厨们的拿手好戏。

纽约华尔道夫饭店分为两部分，28 楼以下为一
部分，房价从每晚 500 美元至 1300 美元不等 ；28
楼至 42 楼为另一部分，通常为许多富翁设立的“永
久住所”及总统套房都在此。饭店高楼拥有 1245
个房间，其中有 197 个套房 ；而国家元首下榻的华
尔道夫塔楼只有 180 个房间，其中 101 个是套房，
中间一条走道把两幢大楼连接在一起。

如果普通人想体验一下这家饭店的滋味，可以
花上 399 美元在华尔道夫高楼的标准客房享受一晚
的服务，也可以每晚花费 10000 美元入住华尔道
夫塔楼的豪华套房。从最普通的标准间到奢华的帝
王套房，华尔道夫饭店可以说是既服务于平民百姓，
也侍候那些政要和亿万富翁，绝对不会因为客人的
身份高低和贵贱而有所怠慢。
总商会诚挚感谢华尔道夫酒店及团队对总商会
活动的大力支持，我们期待三年后在全新的华尔道
夫酒店再次与您相约。

在电影《闻香识女人》中，有一段这样的台词，
“我
们在哪里？”
“一切文明的焦点——华尔道夫酒店”，
足以看出这座酒店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世界上恐
怕没有哪一个酒店可以像纽约华尔道夫一样，见证
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接待多位全球名流。
平时，客人从华尔道夫饭店的后门可以随便走
进这家饭店 ；但一旦有元首来访，这家饭店周围的
街道就会全部被封锁，出入一定要出示证件。住客
中只有一位总统时，这里只有一个总统套房。如果
下榻饭店的总统太多，为公平起见，华尔道夫塔楼
里的每个拥有三卧室的“帝王套房”随时可以接待
首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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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球经济停滞格局难突破 金融动荡再增强
来源 ：新浪财经

全球经济增长预计比 2016 年有所反弹，但受
政治不确定性、贸易战与货币战升级影响，依然难
以摆脱长期性停滞格局。

一、2016 年值得关注的三件大事
第一，全球经济增速与贸易增速继续下行，长
期性停滞格局继续维持。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
3.1%，低于 2015 年的 3.2%。事实上，全球经济
增速在过去 6 年间呈现不断下滑态势，由 2010 年
的 5.4% 下滑至 2016 年的 3.1%，长期性停滞格局
凸显。
如表 1 所示，与 2015 年相比，在 2016 年，美国、
欧元区、英国、日本、中国、印度等经济体增速都
有所下滑，而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经济增
速出现反弹（后三国都属于资源出口国，经济反弹
与大宗商品价格反弹紧密相关）。最近几年来，全球
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速持续低于经济增速，这是一种
非常反常的现象。如图 1 所示，近年来，新兴经济
体贸易萎缩的程度要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

第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反弹，带动新兴
市场经济体增长回暖与汇率反弹。随着美国经济的
持续复苏、中国经济周期性行业（特别是房地产与
汽车）的反弹，以及美元指数在 2016 年上半年的
走弱，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在 2016 年迎来一波显著
反弹。如图 4 所示，能源、金属、食品、原材料四
大品种均一举扭转 2012 年至 2015 年的颓势，在
2016 年显著反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能源。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使得资源出口国迎来一
波小阳春。如表 1 所示，加拿大、俄罗斯、巴西经
济增速均出现不同幅度的反弹（俄罗斯的反弹尤为
显著）。如图 5 所示，在 2016 年，俄罗斯卢布、巴
西雷亚尔与南非南特的实际有效汇率都呈现出显著
反弹态势。

第二，黑天鹅事件频繁爆发，特朗普当选提振
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与通胀预期，推动美元指数与美
债收益率走高。2016 年的三大黑天鹅事件分别为 6
月 23 日英国公投决定脱欧、11 月 8 日特朗普当选
美国总统以及 12 月 4 日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黑
天鹅事件的爆发无疑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
稳定造成冲击，其中又以特朗普当选尤甚。
随着特朗普当选并推出施政方针，市场对特朗
普的评价骤然之间由极度悲观转为极度乐观。例如，
在特朗普推出减税与扩大基建支出的计划之后，市
场对短期美国经济与通胀前景转为乐观，进而对美
联储加息频率的预期陡然上升，这推动了美元指数
（图 2）与美国长期利率（图 3）显著攀升。甚至有
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债市场自 1980 年代初以来的
30 余年牛市已经终结，未来债市将会迎来漫漫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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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的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预计比 2016 年有所反弹，
但受政治不确定性、贸易战与货币战升级影响，依
然难以摆脱长期性停滞格局。我们预计 2017 年全
球经济增速约为 3.3%-3.4% 左右，高于 2016 年
的 3.1%，但依然显著低于过去 20 年全球经济平均
增速（3.8%）。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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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政策不确定性、美元走强与贸易摩擦的制约，推
动中国经济在 2016 年企稳的周期性行业即将再度
回落。
欧洲经济在 2017 年将会面临政治不确定性的
显著冲击（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四个重要国
家在 2017 年均会迎来大选，其中法国与意大利均
面临右翼政党上台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一旦贸易
战爆发，这不仅会带来两败俱伤的后果，而且会阻
断增长较快的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

以上考量使得我们认为，2017 年美联储加息次
数可能未必能达到 3 次，而可能仅为两次 ；2017 年
美元指数可能难以持续扶摇直上，而是可能在 100
左右上下盘整 ；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难以持续
大幅攀升，2017 年可能在 2.2%-2.7% 的区间内
盘整。

第三，欧洲政治不确定性凸显，这可能造成全
球风险资产价格（例如美国与英国股市）向下调整，
推动全球避险资产价格（例如黄金、美元与发达国
如图 6 所示，如果没有新一轮技术改革的爆发， 家国债）再度走高。2017 年最重要的风险很可能
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将会继续处于较低水平。 来自欧洲。从 2017 年 3 月英国可能触发退欧的《里
如图 7 所示，高企的政府债务将会限制日本、意大利、 斯本条约》第 50 条开始，荷兰、法国、意大利、德
美国等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总之，我们对 国将陆续迎来议会或总统大选，受全球民粹主义与
2017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不能太乐观，长期 孤立主义抬头影响，这些大选可能继续产生一些出
乎意料的结果。
性停滞格局依然难以被打破。
勒庞与五星政党可能分别在法国与意大利当选，
这将给欧元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的稳定造成极其破
坏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如图 10 所示，用来刻画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当前正处于历史性高
点。但奇怪的是，以美国与英国股市为代表的全球
风险资产价格居然也处于历史性高位（图 11）。

第二，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依然面临不确定性，
美联储加息次数、美元指数强势程度与美国国债收
益率上升幅度可能被市场高估。如图 8 所示，近期
美国通胀率的快速上升（其中又特别受到劳动力薪
酬水平上升的推动），是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提速的
重要背景。然而我们认为，市场目前可能对特朗普
政策冲击的效应过于乐观。

我们认为，当前全球风险资产投资者过于乐观，
使得风险资产定价没有充分考虑未来巨大的不确定
首 先， 已 经 超 过 100% 的 联 邦 政 府 债 务 与
GDP 比率（图 9），以及近期国债收益率的显著上 性。 因 此， 我 们 认 为， 在 2017 年， 尤 其 是 2017
行，将会限制特朗普政府财政政策的总体力度；其次， 年下半年，全球风险资产价格面临显著下行风险（包
特朗普增加的财政支出（减税、基建）的乘数效应 括美国与英国股市、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而全球避
可能低于他试图削减的财政支出（奥巴马医疗）的 险资产价格可能再度走高（包括美元、发达国家国
乘数效应 ；再次，强劲的美元汇率将会对出口部门 债与黄金）。
的增长与就业造成损害 ；第四，一旦贸易战爆发，美
国也将从中受损，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
三、2017 年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年初进出口增速大幅反弹恐难持续，全
年进出口表现难言乐观。2015 年是中国进出口行业
最为惨淡的一年。2016 年中国进出口增速总体有所
反弹。2017 年 1 月，进出口增速更是显著反弹（图
12）。然而，我们依然不能对 2017 年的进出口表现
过于乐观。2017 年出口反弹的掣肘因素包括 ：全球
需求可能依然低迷、人民币有效汇率可能依然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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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状态、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剧。
如图 13 所示，尽管中国出口对美国的依存度
从 2000 年代初至今总体上有所下降，但迄今为止，
中国大约 18% 的出口商品的目的地依然是美国。
2017 年进口反弹的掣肘因素包括 ：中国周期性行业
开始下行、人民币贬值幅度可能低于 2016 年、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难以继续持续走高。

第二，短期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将持
续，人民币仍将维持对美元温和贬值态势，下半年
仍有 1 次左右的降准空间。从 2014 年第 2 季度起
至 2016 年第 4 季度，中国经济已经连续 11 个季
度面临资本账户逆差（图 14）。由于资本账户逆差
超过经常账户顺差，中国央行又在市场上干预人民
币兑美元贬值速度，此举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存量已
经由 4 万亿美元跌至 2.99 万亿美元，缩水了整整
25%。
一方面，由于美联储在 2017 年的继续加息可
能继续压缩中美利差，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的
风险仍处于快速显性化的过程中，我们认为，2017
年中国经济很可能继续面临短期资本外流，因此也
会继续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我们维持 2017 年年
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下降至 7.2-7.3 的判断。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对冲资本持续外流对
国内流动性的影响，但又为了避免降准对人民币汇
率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央行频繁使用了逆回购、
SLF、MLF 等短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图 15）。但
频繁使用短中期流动性工具面临着需要定期续作、
可能造成货币市场预期不稳定等问题，因此，我们
预计，在 2017 年下半年，随着资本流动管理的继
续加强与房价的回落，央行可能会降低对降准的顾
虑，因此可能会有 1 次左右的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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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资产价
格难有牛市机会，投资者应警惕大宗商品价格回调
风险，以及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蕴含的风险。2017
年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为
了稳定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理应继续放松；另一方面，
货币放松也面临着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剧房市
与债市泡沫、通胀压力上升的掣肘。因此，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给出 2017 年中国货币政策将会稳健中
性的基调。
我们预计，2017 年 1 年期基准存贷款利率不
升不降、2017 年下半年或有 1-2 次降准空间，而
银行间市场利率与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仍有温和上升
空间。监管当局有意通过抬高银行间市场利率来敦
促金融机构去杠杆与控风险。但受到保增长以及避
免系统性风险爆发等多重目标的制约，预计银行间
市场利率与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空间也不会太
大。
例如，我们认为，2017 年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很可能在 3.1%-3.6% 的区间内盘整。如果货币政
策稳健中性，监管当局又把控风险作为工作主旨，
那么 2017 年将是货币偏紧、监管强化的一年，由
此看来，无论股市、房市还是大宗商品市场都难以
出现牛市，建议投资者警惕当前表现火爆的大宗商
品市场的价格回调风险。
此外，银行间市场利率的上升将会造成同业负
债成本显著上升，这将给之前过度依赖同业市场进
行融资的中小银行（特别是一些城商行、农商行）
造成沉重打击，建议投资者关注这些中小存款类金
融机构面临的风险。

新闻评论

四、投资建议

济的拉动作用、中国周期性行业见顶回落与美元整
体强势难消，2017 年大宗商品可能处于盘整态势，
而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则面临回落风险。建议投
资者高度关注其中蕴含的风险。对于部分价格显著
高估的品种，甚至可以采取做空的策略。

第一，延续 2016 年各季报告的判断，我们建
议投资者继续增持避险资产。在货币方面，我们建
议继续增持美元，同时建议增持英镑。我们继续向
投资者推荐以定投方式增持黄金。建议投资者重视
第三，延续 2016 年秋季报告的判断，我们建
美国股市可能发生显著调整的风险。如前所述，我
们认为，2017 年全球经济难以打破长期性停滞格局， 议投资者目前可以适当增持国内 A 股估值偏低的蓝
金融市场动荡则可能继续加剧。在此背景下，避险 筹股（例如银行业与家用电器等板块），并重点关注
香港 H 股。我们认为，2017 年国内 A 股市场可能
资产表现不可能太差。
首先，我们建议投资者继续增持美元资产，但 继续维持盘整格局，但中枢水平可能由 2016 年的
应重视美国股市可能显著调整的风险，建议多配货 3000 点左右上升至 3200-3300 左右，全年有望在
币市场基金，适当配置美债 ；其次，我们认为 2017 3000 至 3500 的区间内震荡。

一方面，我们建议投资者关注估值偏低的蓝筹
年黄金价格可能先跌后涨，建议投资者在上半年以
定投方式适当配置黄金 ；再次，我们建议投资者适 股（例如银行业与家用电器板块），以及业绩超预期
当增持英镑资产，与当前英国经济的基本面相比， 的成长性股票、位于 2017 年供给侧改革风口浪尖
2016 年英镑很可能超跌了。
的股票（例如农业供给侧改革与国有企业混改）；另
第二，在延续 2016 年秋季报告判断的基础上， 一方面，我们强烈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在内地与香
我们建议投资者高度重视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面临的 港同步上市，且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 H 股股票。
风险。2016 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反弹，国内
商品期货市场更是狂飙突进。
然而，随着贸易战可能切断美国经济对全球经

随着海外投资渠道的收紧，中国投资者将会越
来越关注 QDII、深港通与沪港通等有限的海外投资
通道，而香港股市无疑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25

特朗普总统政策展望

特朗普的内阁要员有哪些？
来源 ：BBC 中文網

美 国 总 统 当 选 人 唐 纳 德· 特 朗 普（Donald
Trump）在宣誓就任前一天完成内阁成员任命，乔
治亚州州长索尼·珀杜（Sonny Perdue）被任命
为农业部长。

国防部长 ：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

如果特朗普的提名的所有成员得到确认，他的
内阁当中将没有一个拉丁裔成员，这是自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任期以来的首次。
特朗普在周五（1 月 20 日）宣誓就任美国第
45 任总统，这是他目前所提名的内阁要员名单。
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
66 岁的退休海军陆战队将军在 2010 至 2013
年期间在中东和西亚指挥美军作战，身经百战的他
绰号“疯狗”，被认为对于伊朗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感
兴趣。由于美国有法律规定离开军队实务超过七年
的人不能担任国防部长，因此，马蒂斯需要国会通
过特许令才能顺利上任。
司法部长 ：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

64 岁的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石油公司
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
这可能令他的提名确认进行受到阻碍。蒂勒森整个
职业生涯都为美孚工作，从一个产品工程师一直做
到了企业总裁。
财政部长 ：史蒂芬·姆钦（Steven Mnuchin）
他是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竞选的人之一。70 岁
的塞申斯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有反移民主
张，并且在种族关系问题上的往绩受到批评，曾经
有一次获提名法官但被拒绝任命。外界对他针对非
裔美国人的评论有所担忧。
国土安全部长 ：约翰·凯利（John Kelly）

这个 54 岁的华尔街资深银行业者曾是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的合伙人，之后他在民主党支
持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资助下开
设的一项投资基金，为多部好莱坞大片注资，包括《阿
凡达》（Av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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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岁的退休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最近一次领导团
66 岁的前得州州长曾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
队是在美军南方司令部，其职责包括美军在中南美 的对手 。他曾是美国空军资深老兵，并在去年秋天
洲的军事行动。他被外界认为将对非法移民和毒品 参加过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真人秀《与星共舞》
贸易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他的儿子亦曾是海军陆 （Dancing with the Stars）
。
战队成员，2010 年于阿富汗殉职。
商务部长 ：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 ：汤姆·普莱斯（Tom
Price）

作为美国亿万富豪和投资家，79 岁的罗斯最擅
62 岁的乔治亚州议员和前整形外科医生是奥巴
长的是收购经营不善的煤矿和钢铁企业，再以更高 马医改（Obamacare）的激烈批评者，该医改法案
价转卖。他的这种经营方式曾令他得到了“破产之王” 为超过 2000 万美国人提供全民医疗保障。
的外号。
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长 ：本·卡森（Ben Carson）
教育部长 ：贝琪·狄维士（Betsy DeVos）

狄维士是一个身家殷实的活动人士和共和党的
重要捐献者。她主张为家长提供地方政府公立学校
以外的选择，支持允许家长通过税务积分等手段换
取脱离公立学校的选择。

65 岁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曾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初
选对手，并且是目前为止特朗普内阁当中唯一的非
裔美国人。这个宗教保守派人士没有民选办公室的
工作经验，但将被赋予扭转美国城市内部问题的重
任。

能源部长 ：里克·佩里（Rick Perry）

内政部长 ：赖恩·辛克（Ryan Zinke）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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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岁的辛克是第五代蒙大拿州人，前海军特种
部队成员，目前是国会议员，并在众议院自然资源
委员会有一席之地。

前乔治亚州州长，是一名执业兽医，曾是小商
业者，也曾担任州参议院达十年。

劳工部长 ：安德鲁·帕兹德（Andrew Puzder）

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大卫·J·舒尔金（David J.
Shulkin）

CKE 餐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反对提高全国最低
工资额度，并且支持加强使用自动化技术以控制劳
动成本。

57 岁的舒尔金是现届内阁当中唯一留任的成
员，他目前是副部长，此前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卫生系统担任首席医疗官员。

（* 帕兹德于 2 月 15 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

内阁级别的要员
交通部长 ：赵小兰（Elaine Chao）

出 生 于 台 湾 的 赵 小 兰 曾 在 1980 年 代 担 任 交
通部副部长，之后也曾担任小布什总统的劳工部
长。她是第一个进入美国总统内阁的亚裔美国女
性，也是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太太。
农业部长 ：索尼·帕杜（Sonny Per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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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幕僚长 ：雷恩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

44 岁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一名经验丰富
的政客，在特朗普与共和党领导层之间建立了桥梁，
特别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
环保局局长 ：斯科特·普鲁特（Scott Pruitt）

特朗普总统政策展望

奥克拉荷马州的首席检控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
公开怀疑者之一，也是石油产业的同盟者。在接受
提名之前，他主要就是与这个他即将领导的部门斗
争。

小企业管理局局长 ：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

驻联合国大使 ：尼基·哈利（Nikki Haley）

两次提名共和党参议员的麦克马洪现在将要承
担起支持美国 2800 万小商业者的责任，这些企业
雇佣了全国接近一半的私有企业劳动力。
作为南加州州长，哈利因为在 2015 年查尔斯
顿黑人教堂枪杀事件之后力争将美利坚联盟国旗帜
从州政府大楼撤下而名声大噪。在大选期间，这个
（* 该文章发布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内阁
印度移民后代是特朗普的尖锐批评者之一。
名单以官方最新版本为准。）

特朗普拟推万亿基建计划 能否撬动全球经济待观察
来源 ：新浪财经

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北京时间 3 月 1 日上午
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讲，重申了“美国优先”思想
（American First）
，以及他对财政刺激、减税、去
监管、移民管控等方面的一贯观点。尽管是“旧瓶
装新酒”，但“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预期仍令市场
期待，甚至使得 A 股多只基建股出现大幅上涨。

报告称，特朗普的基建大计未来五年会增加美国钢
铁需求两成。
当然，这同样也会提高通胀预期，导致美联储
进一步加快加息步伐，以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美国优先”再现

然而，“特朗普牛市”若想继续牛下去，必须向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特朗普的演讲风格保持
市场注入更多政策细节。“此次演讲仍然重于形式。”
着惊人的一致，“美国优先”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副总裁宋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线，此次演讲也不例外。
特朗普的国会“首秀”与前总统奥巴马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色彩仍然很重。”宋林告
奥巴马当年在展现施政风格的同时，还提供了很多
诉第一财经记者，“特朗普表示要对企业和中产阶级
计划的细节。
减税，甚至承诺‘大大减税’，但却并没有具体细节。”
“1 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较此前的说法略有缩
演讲一开始，他便开始悉数其上任一个月来的
减，但可能更符合美国的经济现状。对于政府债务
“辉煌战绩”——股市繁荣、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较高、私人投资占据主体的美国经济来说，政府的
角色仍然有待商榷。”德国商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 协议（TPP）、移民管控、去监管等。此后，他开始
周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1 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 陈述其对未来政策的设想，而这些事项大多都需要
通过国会的最终批准。
约为美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 4.5%。
特朗普首先要求美国国会批准 1 万亿美元的基
事实上，如果特朗普的“万亿美元基建梦”真
建计划。周浩表示，基建设施的老化存在于很多发
能逐步实现，必然会拉动全球相关领域的需求，对
全球经济复苏有一定贡献。摩根士丹利日前就发表 达国家，“特朗普对这一状况的重点提及，可能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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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发达世界未来整体政策导向的变化。”

胀预期很可能被高估了。

除了基建投资，构成特朗普财政刺激核心议程
的还有减税。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将进行大
规模的公司减税计划，同时对海外商品增加税收。

不过，建行金融市场部市场研究处处长张涛告
诉第一财经记者，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必然会产
生数量可观的就业岗位，进一步降低失业率，推升
美国核心通胀率。

“这也是美国‘再平衡’的一步，对于美国经济
来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经常项目赤字，以及庞
大的私人消费，构成了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但特朗
普却要扭转这样的状况，事实上也意味着其整体政
策变得更加具有颠覆性。”周浩表示。

当然，对于扩大基建投资的另一大障碍就是美
国居高不下的赤字率。不过，有观点认为，特朗普
可能会运用“边境税调整”来弥补赤字。分析师预计，
在当前设想下，企业需要为进口品额外支付 20% 的
当然，减税和扩基建都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 企业税率，而出口产品将有 12% 的税收减免 ；研
究测算显示，这就等同于美元贬值 15%。如果其他
将会导致政府税收收入下降。
保持不变，美国贸易赤字将下滑 2%，相当于 4000
特朗普在强调“用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基础上， 亿美元，也即美国贸易赤字将被完全消除。
还指出政府将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转而通过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的方式，让美国人更加自主地选择自身
金融市场期待更多细节
的福利计划，这也是他对“奥巴马医改”政策的调整。
尽管政策尚未落实，但从特朗普当选以来，金
此外，特朗普还提到了去监管进程，并宣称要 融市场便持续狂欢了 4 个月。公司税改革、基建投
大规模增加国。“总的来说，特朗普的改革计划具有 资扩大、财政刺激等预期推动道指暴涨 13%。然而，
其合理性，对于世界来说，制造业的再度受宠，也 市场越涨就越依靠特朗普。
成为最为明确的政策信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股市增值了近 3 万亿
了目前的‘再通胀’预期。”周浩表示。
美元。”特朗普此次称。截至过去一周，道指连续
11 个交易日创收盘纪录新高，标普 500 指数以及
“万亿美元撬动经济”待观察
MSCI 世界指数已连续 91 个交易日未出现超过 1%
在众多政策主张中，全球最为关注的无疑是 跌幅，是 8 年以来最长纪录。
一万亿美元的基建刺激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将推动
当然，不断高企的估值风险已经不容忽视。数
经济增速、撬动全球供求、推升通胀预期，导致央
据显示，
标普 500 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达到了 17.6 倍，
行政策出现变化，并影响金融市场。可谓牵一发而
这是
2004
年来的新高。
动全身。
主流观点认为，即使是企业盈利增速暴涨，如
然而，主流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基建计划是希
果没有减税措施和其他财政刺激的落实，这种高估
望通过给予 1370 亿美元的税收减免，来带动私营
部门参与投资，帮助建设道路、桥梁和其他项目， 值也无法持续。随着不断创出新高，市场越发依赖
并使得企业从中获益。其设想的是，这些税收减免 特朗普的后续政策落实。
将会帮助政府获得 1 万亿美元的融资，这与 1 万亿
美元的直接政府注资是截然不同的。
特朗普在当选前便提出，将在 10 年内通过税收
优惠，激励 1 万亿美元的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和私人资金参与基建投资。当选后，他在竞选
官网中表示，政府将投入 5500 亿美元，用以提升
美国的交通网络。
有机构曾根据 5500 亿美元的政府投资规模做
过一个测算。“根据我们测算，其投资计划所带来的
新增粗钢、精炼铜需求大约相当于 2015 年全球粗
钢和精炼铜需求的 0.4% 和 0.2%，在全球钢铁和有
色总体过剩严重的背景下，如此有限的需求应该无
法对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
政委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此外，“尽管美国难以实现原油自给，但如果美
国页岩油产能利用率提高，可能加剧全球原油的过
剩程度，对原油价格形成压力，‘再通胀’憧憬或落
空。”鲁政委认为，市场当下对“特朗普新政”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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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靠特朗普刺激政策来买入美元的投资
者可能无望了。虽然美联储 3 月加息概率飙升，美
元依然无法上涨，市场似乎已经疲于将两者联系起
来。”富拓外汇分析师钟越告诉记者。
特朗普演讲期间，期待更多政策细节的美元多
头似乎略感失望，美元下跌，非美货币集体反弹，
下午开始反弹。但不论如何，通胀预期的上升正不
断将美联储推向“鹰派”。
CME 的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认为 3
月加息的可能性从 31% 涨至 35%，而变化更为灵
敏的彭博 WIRP 则显示，在特朗普演讲期间，3 月
加息可能性在 50%~70% 之间波动。
钟越称，周二有三位美联储官员集体发声呼吁
该央行尽早加息。其中，“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
席杜德利预计该央行将在“不远的将来”加息一次，
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重申前一日“加息宜早不宜
迟”的立场，此前费城联储主席哈克多次表态“3
月可讨论加息”。

特朗普总统政策展望

特朗普首场国会演讲承诺“重振美国精神”
来源 ：BBC 中文

美 国 总 统 唐 纳 德· 特 朗 普（Donald Trump） 助挣扎中的移民家庭进入中产阶级”。
发表他上任后的第一场国会演讲，承诺“重振美国
他表示，将推进“真正的、积极的移民改革”
。
精神”。
此前他在接受采访时称，可能会让一些非在册的移
他表示 ：
“新一轮的乐观情绪正在将不可能的梦 民获得合法身份。这意味着他之前声称的移民政策
想放到我们的手上”，开启“美国伟业的新篇章”。
理念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他还对所谓“伊斯兰国”（IS）的“极端伊斯兰
恐怖主义”再次发出遣责。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开始得较为起伏不定，这一
场发表于美国黄金时间的演讲意在提升他的支持率，
也是他上任后时间最长的一次公开演讲。
BBC 驻 北 美 记 者 安 东 尼· 泽 克 尔（Anthony
Zurcher）评论称，美国时间周二（2 月 28 日）晚
间的这场演讲给人的感觉有些出乎意料。虽然特朗
普演讲的内容只是重复之前他提到过的一些话题，
比如非法移民、就业等等，但这次演讲传递的信息
却更加清楚。这一次，特朗普没有用吼叫的方式而
是用平常说话的方式传递信息。
泽克尔认为，特朗普在这场非典型风格的演讲
中阐明了他的优先政策，比如对前任的医保政策进
行大检修，也阐明了他一直强调的加大美国国内投
资规模的意向，还表明了他对于征收边境税的支持
态度。

关于新移民制度

“通过移民法案的最终落实，我们将提高雇员工
资，帮助失业者，同时节省开支，让每个人感觉美
国的社区更加安全，”他在演讲中说。

关于国际贸易
特朗普在演讲中强调自己并不反对全球自由贸
易，但“繁荣的贸易”并不代表“公平的贸易”。他
再次指责一些国家通过贸易顺差夺走了美国人的工
作机会。
他重申了自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的决定，称之为“剥夺美国工作机会的协议”。
他还重申了自己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建墙的决定。

关于美国经济和就业
特朗普在演讲第一部分就强调，他将努力重启
美国的引擎。
重 启 引 擎 的 政 策 包 括， 推 进 减 税 改 革 ；推 出
一万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以更新美国的铁路、公路
等基础设施。

“我的工作不是代表全世界，我只代表美国。”
特朗普表示，将执行一种新的移民积分系统，
以监管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减少低技能移民的流入。 他说。
特朗普承诺给美国中产阶级减税，承诺在废除
特朗普推崇澳大利亚式的移民制度，表示这种
制度能够“省下大笔美元，同时提升工人工资，帮 奥巴马医保方案的基础上制定“更便宜”的医保制度。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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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胜 ：432 家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债券市场
来源 ：网易新闻

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2 月 26 日，
据央行网站发布的消息，央行副行长潘功胜透露，
截至 2016 年末，中国债券市场余额达 63.7 万亿元
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二，公司信用类债
券余额 16.5 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债
券品种丰富，交易工具序列齐全，基础设施安全高效，
已经具备相当的市场深度与广度。截至目前，已有
432 家境外投资者入市，总投资余额近 8000 亿元。
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 2 月 23 日在新
加坡参加会议时表示，中国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呈
改善趋势，企业利润有望继续复苏，中国相关部门
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推进债券市场开放，为中国债
券加入国际主要债券指数创造条件。
马骏透露，国家外管局正在积极研究允许投资
于中国银行间债市的境外非央行机构投资者参与境
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具体办法，不久将会出台。这
个办法的出台，将会降低境外投资者的外汇对冲成
本，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
马骏还表示，有关部门已经进一步明确了境外
机构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相关税收政策，包
括对债券转让价差所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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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增期间免征增值税的规定。
据了解，近年来，央行积极推动中国债券市场
对外开放，积极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截
至目前，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波兰、韩国等
外国政府及多家国际性商业银行和非金融企业已累
计发行人民币债券或 SDR 债券达 687 亿元 ；同时
积极引进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不断扩大
主体范围，逐步丰富交易工具，简化管理流程，取
消投资额度管理，相关资金汇入汇出也已基本没有
限制。
央行此前发布的去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显示，我国债券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两方面
都获得了发展。如积极推动境内金融机构赴境外发
行人民币债券，数据显示，2009-2016 年财政部
在香港和伦敦发行人民币国债共计 1670 亿元 ；稳
步推进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截至
2016 年末，我国债券市场境外发债主体已包括境外
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国际开发机构以及外国政
府等，累计发行 631 亿元人民币熊猫债 ；不断开放
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并持续提升管理的
市场化程度与投资的便利性。

中国债券市场的改革与开放

彭博发布两只中国相关固收指数 债市开放持续推进
来源 ：新浪财经

3 月 1 日，彭博正式发布两项全新固定收益指数，
将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与其全球指数相结合。
该两项指数成为彭博巴克莱固定收益指数系列中的
新成员，二者分别是：全球综合 + 中国指数（Global
Aggregate + China Index），该指数由全球综合指
数与中国综合指数中的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组成 ；
新兴市场本地货币政府债券 + 中国指数（EM Local
Currency Government + China Index），该指数
由新兴市场本地货币政府债券指数和中国综合指数
中的国债组成。

2 月 26 日， 央 行 官 网 公 布 央 行 副 行 长 潘 功
胜 23 日 与 彭 博 公 司 全 球 执 行 副 总 裁 Jean-Paul
Zammitt 一行的会面信息。彼时，彭博公司方即已
表示将于 3 月 1 日推出两项包含中国债券市场的彭
博巴克莱固定收益指数，此举亦反映了境外投资者
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与重视，也将吸引更多境外投
资者关注和了解中国债券市场。

“新兴市场本地货币政府债券 + 中国指数”则是
一项按市值加权的指数。该指数目前共包含 616 支
债券，其中含 151 支中国国债。中国债券在该指数
中的权重为 39.10%。

但央行近期的持续努力，将有望激发境外投资
者的热情。

截至 2016 年末，中国债券市场余额达 63.7 万
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二，公司信用
类债券余额 16.5 万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二、亚
彭博巴克莱指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固
洲第一。2015 年“811 汇改”后，央行逐步将债市
定收益指数系列，是全球固定收益投资者的核心参 大门向境外投资者打开，措施包括 ：陆续扩大境外
考基准。
机构投资者主体的范围，并逐步丰富交易工具、取
据悉，“全球综合 + 中国指数”目前包括 18， 消了投资额度上的限制等。
386 支债券，总市值约为 48.45 万亿美元，其中包
但受“缺乏汇率风险对冲工具”及“资金汇入
含 151 支中国国债和 251 支中国政策性银行发行 汇出可能受限制”的担忧，境外投资者的参与热情
的债券。该指数中，人民币在计价货币中的权重约
似乎不如预期。中央国债信息网数据显示，2016
为 5.31%，是继美元、欧元、日元后的第四大货币。 年 末，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 在 中 国 债 市 的 持 有 量 为
附录的图 1 和图 2 中分别展现了该指数按细分类别 7788.49 亿元，占市场总量的 1.78% ；2017 年 1
以及不同货币的详尽数据。
月末，持有量为 7529.89 亿元，占比为 1.72%。

据彭博消息，除上述两项新指数外，彭博还调
整了中国综合指数（China Aggregate Index），该
指数于 2004 年首次引入市场。根据此前公布的规
则，纳入中国综合指数的政府债券最低流通规模从
10 亿元人民币提高到 50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最
低流通规模从人民币 10 亿元人民币提高到 15 亿元
人民币，调整即日生效。此外，所有符合条件的债
券均须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根据 2 月
24 日的数据，该指数在新的规则下将包括 2，094
支债券，总市值达约 4.14 万亿美元。
彭博在对外发布的新闻稿中称，人民币计价债
券目前尚不符合纳入全球综合指数的条件，创建全
新综合中国债券的指数，是出于境外投资者已获准
直接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政策变化，并基于
彭博对于全球指数的持续评估和治理流程，包括
2016 年 11 月召开指数顾问委员会会议听取投资者
的反馈意见。

潘功胜在 2 月 23 日的会面中表示，目前相关
资金汇入汇出也已基本没有限制，且下一步，人民
银行将继续积极推进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安排，为境
外投资者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环境。
2 月 27 日，外管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向银行间
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
此外，据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此前透露，有
关部门已经进一步明确了境外机构投资中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的相关税收政策，包括对债券转让价差所
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在营改增期间免征增值税
的规定 ；人民银行还在研究适当延长银行间债市交
易时间等问题，同时，为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流
动性管理，正在研究延长涉及境外机构的交易结算
周期问题，并与相关机构一起积极推进债券基础设
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期进一步提升境外投资者在
投资交易方面的便利性。

美国中国总商会商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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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资开放外汇衍生品业务 债市、汇市进一步放开
来源 ：汇金网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27 日消息，外管局日前发
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
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外管局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
发布《通知》，既是便利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
资者管理外汇风险，也是推动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
对外开放的改革举措。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境
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在具备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
人民币网路网路对外汇衍生品业务，提高外汇市场
开放水平。二是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衍生品业务
遵守实需交易原则，限于对冲以境外汇入资金投资
银行间债券市场产生的外汇风险敞口，保障外汇市
场秩序。三是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衍生品业务
提供多样化的交易工具和交易机制选择，便利外汇
风险管理。
该负责人指出，《通知》所称参与境内外汇市场
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16〕第 3 号》规定的各类境外投资者，这与目
前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范围保持一致。境外
机构投资者的范围不包括境外央行类机构，主要考
虑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1 号》
规定，目前境外央行类机构已有多种渠道参与境内
外汇市场，可以便利地管理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产
生的外汇风险敞口。
该负责人强调，为对冲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产
生的外汇风险敞口，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
办理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银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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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汇发〔2014〕
53 号）规定的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在国内外汇市
场已有的衍生品类型内不作交易品种限制。
“我国外汇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也称批发市场）
和银行柜台市场（也称零售市场或银行结售汇市场）
两个层次，前者以金融机构提供市场流动性为主。”
该负责人进一步补充道，考虑到境外机构投资者参
与境内外汇市场主要是对冲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产
生的外汇风险敞口，现阶段不是市场流动性的主要
提供者，因此以客户身份参与银行柜台市场完全可
以满足需求。境外机构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仍遵
照《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5〕第
40 号》的规定执行。
同时，境外机构投资者办理银行间债券市场投
资项下衍生品业务所涉及的外汇收支，遵照《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
场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6〕12 号）
的规定执行，通过本外币专用账户直接在结算代理
人办理资金汇出入和结汇或购汇手续，资金汇出入
币种基本一致，外汇局不进行事前核准或审批。
“境外机构投资者在结算代理人办理外汇衍生品
业务，交易双方可以自主协商选择并签署主协议。”
前述负责人表示，未来外汇局将继续深化外汇市场
发展，丰富交易工具，扩宽参与主体，扩大对外开放，
完善基础设施，更好地满足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境
外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境内外市场各类主体的外汇风
险管理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支持金融市场开放。

两会专题

２０１７，六问中国经济热点
来源 ：新华社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年
均３０％以上，中国经济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

环比下降，北京、杭州、成都价格环比持平，广州
环比上涨０．６％。

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房价是涨还是跌？还有哪
些行业要去产能？民间投资能否持续回升？外资有
没有大量流出中国？人民币汇率波动正常吗？这些
国内外关注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可以从５日提交
全国人大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答案。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辜胜阻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面临“防过热”和“去
库存”双重任务，加快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
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坚持分类指导，因城
施策，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土地、金融、税收
等方面实行差别调节，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
发展。

经济走势如何？

从２０１０年１０．６％的经济增速，持续调
整到２０１５年的６．９％，再到２０１６年的６． 还有哪些行业将去产能？
７％，中国经济在缓慢回落中逐步趋稳。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
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之首，去产能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出现煤炭、钢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６． 价格短时间大幅上涨，淘汰落后产能难度增大等问
题。
５％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
“从各项指标看，经济增速阶段性筑底迹象明
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晓
强说，更重要的是经济提质增效和动能转换成效显
现。

今年去产能工作怎么推进？还会有更多行业纳
入去产能范围吗？

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说明要更加追求实实
在在的增长，经济增速可能不会很高，但企业家预
期更稳了。”全国政协委员、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
席吕建中说。

民间投资能否企稳回升？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说， 今 年 要 再 压 减 钢 铁 产 能
５０００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１．５亿吨以上。
今年以来，一些先行指标持续好转。２月份， 同时，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５０００万千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ＰＭＩ）为５１．６％，连续 瓦以上，以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
５个月保持在５１％以上 ；１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报告提出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这要求
格指数（ＰＰＩ）同比上涨６．９％，连续第五个月 把去产能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结合起
正增长 ；外贸数据回稳反弹。
来统筹谋划，更加科学精准、扎实有效推进。”辜胜
我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防控金融 阻说。
去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在一系
列政策综合作用下，去年９月份开始连续４个月回
升。今年民间投资能否巩固企稳回升势头？

当前经济面临的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国
报告说，要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
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 施。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恩说：
“６．５％左右的经济增速，关键是为了保就业， 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在稳的基础上更加
“年初我走访了很多企业，发现经营普遍向好，
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特别是物流企业，业务量都增加了。”全国政协委员、
房价是涨还是跌？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现在民间资本是充裕的，
去年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北上广深等一线热 关键是稳住预期，把好转型升级的“脉”，投对了方
点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较快。与此同时， 向，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仍然较大。今年房价会怎么
“民间投资回稳向好的基础还不牢靠。”全国政
走？
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目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 长张小济说，要加大相关领域开放程度，比如鼓励
存仍然较多，要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 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参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 进一步降成本为企业减负松绑。
效机制。
“随着利润、价格等周期性指标的好转，以及产
去年９月以来，多个热点城市密集出台调控措 权保护制度配套政策的落实，民间投资信心更强了。”
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１月，１５个一线 吕建中说。
和热点二线城市中，１１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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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是否会大量流出中国？

人民币汇率波动正常吗？

报告指出，大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中国开放
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继续成为最富吸引力的外
商投资目的地。

报告提出，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
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经济学家张燕生说，新时期吸引外资应当有全
新思路。报告提出高标准高水平建设１１个自贸试
验区，将打造引资“制度高地”。另一方面，要尽快
制定产业发展长期规划，有针对性、有步骤地推动
产业开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外汇市场出现波动是正常的，但这些波动都是短期
的，最终都会回到基本面。外汇市场正趋向稳定，
向好趋势日趋明显。

１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升值。“人民币对
“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对外资依然有吸引 美元不会一直单边贬值，双向波动正成为常态。”全
力。”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 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认
庆后说，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 为，美元难以恒强，这将给人民币调整留有空间。
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新一轮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资，都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与其他可兑换货币相比，人民币汇率波动总体平稳。
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有进有出。“中国已经从引资进入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绝不会以贬值来促进出
选资的阶段。”张小济表示，那些专注于提供高性能 口，绝不会打货币战。总体来看，我们的政策取向是，
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看重中国消费市场的外资企业， 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区间内基本稳定。”
更适合来华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说，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增长
会更加有效率，经常项目顺差、跨境资本流入趋于
稳定，外汇储备也非常充裕，未来外汇市场的基础
将十分稳健。”潘功胜说。

全球挑战下的中国机遇
来源 ：新华社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年
均３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傅云威
年初，东非国家吉布提。一列中国生产的电气
化旅客列车沿亚吉铁路呼啸前行，驶向埃塞俄比亚。
这条中国修建的客货共线铁路，在运营上又向前迈
进了一步。
亚吉铁路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斯亚贝巴和吉
布提首都吉布提，全长７５２．７公里，是非洲第一
条跨国电气化铁路。通过这条铁路，中国把先进的
技术和运营模式带到了东非，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既为合作伙伴提供硬件配套设施，又给对方带
来融资机会和运营管理模式，这种着眼长远的解决
方案，折射出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的发展机遇。

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真金白银”。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突破７０万亿元人民币，增
长６．７％，经济增速重回世界第一。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ＩＭＦ）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估算，
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３９％。
ＩＭＦ指出，中国将是推动今年全球经济加速
复苏的关键因素。该组织在维持今年全球３．４％经
济增速预估的同时，将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０．３
个百分点至６．５％。
独木不成林，百花方为春。中国经济成绩单并
非“单科”独秀，而是追求全面可持续发展 ；中国
经济并不追求“风景独好”，而是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向外界传递增长信心。

当前，全球增长缺乏动力、结构性改革停滞等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挑战犹存，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多。在此背景下， 指出，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发
锐意改革的中国经济不断释放互利共赢的新机遇， 展的贡献率均超过３０％，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正能量。 动力来源，中国巨额对外投资、大量出境游人口等
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机遇。

中国增量加速世界经济复苏

作为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是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者。过去一年，中国
完成年初设定的各项经济目标，经济社会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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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加速世界经济再平衡
在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性
变化也开始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图景。

两会专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不平衡、不可
持续的痼疾显现，转入深度调整期。西方主导的国
际经济治理体系难以为继，推动中国经济多年来高
速增长的外部条件发生巨变。

经济再平衡。

中国方案优化全球经济治理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和
各国互利共赢，单靠一国之力难以实现，从根本上
面对变局，中国果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还有赖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时俱进。在这个领域，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动态把握“三驾马车”的 中国与各国积极分享共赢智慧和发展方案，正成为
重心变化，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方向转轨，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力量。
有效缓解外部挑战带来的冲击。
合理可靠的金融秩序、高度融通的自贸体系、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 畅通安全的交通系统、公平高效的合作开发机制
５８％，已成为影响投资增速的主要力量。澳大利 ……这些正是世界经济复苏所急缺的全球公共产品。
亚国民银行首席经济师欧思濂认为，中国第三产业 遗憾的是，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显著短板，
发展势头格外迅猛，不仅有效对冲了传统产业动力 无力襄助世界经济拾阶而上。
不足，并且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力推互
美国格罗斯大学商学院教授赵耀评价说，中国 联互通，积极筹建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 支持新兴国家提高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和表决
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目前效 权，编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方案”
果已初步显现，其外溢效应十分可观。
以其巨大包容性、普惠性而得到众多国家积极响应。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外直 正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苏马·查克拉巴蒂所言，
接投资（不含金融领域）１７０１亿美元，增长 亚投行等“中国方案”将为国际体系提供更多健康
４４％，是２０１２年的两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 的国际“推动力”。
坛２０１７年年会预计，未来５年中国将进口８万
全球挑战倒逼变革，世界变局呼唤大国担当。
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７５００亿美元， 在升级版改革开放政策引领下，中国正逐步成长为
出境旅游有望达到７亿人次。
世界经济增量主要贡献者、世界经济结构性优化者、
从更宏观视野观之，中国经济正践行“从世界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引领者。
工厂到世界市场”、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放眼未来，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中国红利，必将
告别粗放扩张、谋求内生增长的同时，向外界输出 促进各国互利共赢，推动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
宝贵的需求和资本，缓解了总需求不足，加速世界 的全球共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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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特朗普对中国言论变化无常？傅莹回应
来源 ：中国人大网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 3 月 4 日上午 11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
会发言人傅莹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
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CBS 记者 ：我的问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
的言论变化无常，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怎么发展？

电话，传递的信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中美之间还
是要多合作，成为很好的伙伴。对于一些具体的外
交政策或者是一些做法，我想今后这几天我们有一
系列记者会，外交部长还有其他相关部门的部长，
记者会上他们会做更加具体的介绍。

我对中美关系有一个观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同意，我认为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遍不那么了解，是
中美关系，因为这是两个大国，这两个国家的
关系对整个世界是有影响的，比较引人注目，这方 不是？这次美国大选，每个候选人都谈到了中国，
面讨论比较多，在中国国内讨论也比较多。一个总 我听下来看他们讲的关于中国都是老故事，或者是
的看法是，中美关系合作还是主流，现在美国对内 不那么真实的故事。在这样一个信息通达的社会里，
对外政策都有一些调整，你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新政 其实这个现象是挺不自然的、挺不正常的。在美国，
府也有不少想法、一些主张。美国的政策调整具有 包括在你们的报刊上、在美国的电视上，你要得到
全球性的影响，肯定也会影响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关于中国一手的资讯是比较有限的。在美国要想看
当然大家都希望这个影响是正面的，是积极的，但 到中国人写的文章、中国人写的书恐怕也不多。当然，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要多努力，尽量让自己的信息更
如果有挑战的话，中国也会坦然应对。
多的通达国际社会、通达美国社会。我们也希望我
目前应该说，我们也看到两国之间已经有不少 们这么多国际媒体，这次来报道我们的“两会”，希
高层的交往，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两次直接通 望你们多注意中国的新故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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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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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地址：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cgcc2017
如需 PDF 版，或其它问题请邮件至：admin@cgccusa.org

美国中国总商会
E st

. 2005

FOUNDATIO N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CGCC Foundation
19 E 48th Street,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Tel: +1 (646)869 - 1045 www.cgccusa.org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CGCC Foundation

美国中国总商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二零一七年活动年历

第 1 季度
Q1

1 月 12 日

美国中国总商会 2017 年会暨欢庆鸡年慈善晚宴

Jan.12

CGCC Chinese Lunar New Year of the Rooster Gala

2 月 13 日

Lunch and Learn 职场培训：德恒美国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陈晓小敏律师
Lunch and Learn: Featuring Global Partner of DeHeng Law
Offices Chen Xiaomin

Feb.13

1月- 3月
Jan.- Mar.

第 2 季度
Q2

4月- 6月
Apr.- June

纽约
New York, NY

2 月 24 日

名家讲坛系列活动：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

Feb.24

MasterMind Series: Featuring Chairman of China Vanke Wang Shi

2 月 24 日

2017 年第一季度常务理事会

Feb.24

Q1 Executive Board Meeting

纽约
New York, NY

纽约
New York, NY

纽约
New York, NY

3月

中国及亚洲地区企业劳工法培训座谈会

Mar.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 Updates for Companies with Employees in
Asia by Littler

New York, NY

纽约

3 月 29 日

法律与政策系列活动—Washington Insiders #1

华盛顿特区

Mar.29

Washington Insiders—Legal and Policy Series #1

Washington, D.C.

4月

总商会—新泽西商会中美商务合作对话 / 座谈会

Apr.

China–US Business Cooperation Dialogue by CGCC an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New Jersey (CIANJ)

新泽西州

4月

2017 国际金融合作及基础设施论坛

Apr.

2017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Forum

5月

名家讲坛系列活动：崔天凯大使解读 2017 两会

May

MasterMind Series: Briefing on the 2017 Annual Plenary Sessions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eaturing Amb. Cui Tiankai)

5月

在美企业危机公关经营交流会

May

Briefing on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s Crisis Management

待定

中国—日本—美国商务文化交流活动

TBD

China–Japan–US Business Culture Exchange Event

Email: contact@cgccusa.org

Website: www.cgccusa.org

NJ

纽约，彭博总部
Bloomberg HQ,
New York, NY

华盛顿特区 / 纽约
Washington, D.C. /
New York, NY

纽约
New York, NY

纽约
New York, NY

WeChat ID: CGCCUSA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
CGCC Foundation

美国中国总商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基金会

CGCC 2017 Events Calendar

第 3-4 季度
Q3-Q4

5月

配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美国举办相关活动

纽约

Mid May

CGCC will support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RF) by holding events in the US

New York, NY

5 月底或 6 月初

“中建杯”乒乓球邀请赛

Late May / Early June

The 8th “CCA Cup” Table Tennis Invitational

6 月 20 日

2017 SelectUSA 投资美国招待会

June 20th

CGCC 2017 SelectUSA Reception

新泽西
NJ

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6 月 20 日

2017 年会员大会暨第二季度常务理事会

June 20th

2017 CGCC Member Annual Meeting & Q2 Executive Board Meeting

华盛顿特区

6 月 30 日

总商会代表团参加深圳前海区大型招商引资活动

June 30th

CGCC Delegation will visit Qianhai, Shenzh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mmit

7 月 13-16 日

美国全国州长协会（NGA）夏季会议暨国际分论坛

July 13-16th

The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2017 Summer Meeting &
International Panel

待定

总商会地区分会 / 行业委员会年会

Washington, D.C.

中国，深圳
Shenzhen, China

罗德岛
RI

（芝加哥 / 底特律 , 休斯敦 , 洛杉矶 , 旧金山 , 华盛顿特区）
TBD

Annual Gala of CGCC–Region Chapters / Industrial Committees

10 月

2017 年第三、四季度常务理事会

Oct.

Q3-Q4 Executive Board Meeting

9 月或 10 月

羽毛球邀请赛

Sep. / Oct.

CGCC Badminton Invitational

待定

感恩节志愿服务活动

TBD

CGCC Thanksgiving Volunteering Service

7 月 - 12 月
July- Dec.

(Chicago, IL / Detroit, MI; Houston, TX; Los Angeles, CA; San Francisco, CA;
Washington, D.C.)

2018 年 1 月或 2 月 美国中国总商会欢庆狗年慈善晚宴暨 2018 年会
（2 月 16 日为中国农历新年）
Jan. / Feb. 2018

Email: contact@cgccusa.org

CGCC 2018 Chinese Lunar New Year of the Dog Gala
(Feb. 16th is the 1st day of the New Year of the Dog)

Website: www.cgccusa.org

纽约
New York, NY

纽约
New York, NY

纽约
New York, NY

纽约
New York, NY

WeChat ID: CGCCUSA

更多细节，请联系 Elisabeth Fletcher
elisabeth.fletcher@delta.com

如有兴趣参加该活动或有任何问题，请发件至 contact@cgccusa.org.

美国新政府初期市场和投资环境考察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5 月 2 日至 4 日

5 月 4 日至 8 日

5 月 8 日至 10 日 ( 可选行程 )

重点行程：奥马哈市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

美国投资移民项目
美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300多亿美元的房地产项目属瑞联拥有或管理
60多栋位于纽约的大楼属瑞联拥有或管理
5000多名瑞联EB-5项目参与者1

欢迎您与瑞联集团共建
纽约哈德逊城市广场
+1 (212) 392-8888 info@RelatedUSA.com
RelatedUSA.com/CN HudsonYardsNewYork.com
所有信息基于2016年12月1日止的资料。
1
该数字包括所有通过我们EB-5项目（哈德逊城市广场一期 - ERY Tenant项目和哈德逊城市广场二期 - 曼哈顿大厦项目）申请投资移民绿卡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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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uhuang Chemical Inc. (YCI) is the USA subsidiary of Shandong Yuhuang
Chemical Corp. Ltd. YCI was formally registered in Houston, TX in
January, 2013, with a strategic intention to enable SYCC to step into a global
petrochemical platform and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layer.
YCI’s office is located at 10777 Westheimer Rd, Suite 800 as well as its
Louisiana operation in St. James Parish, Louisiana. It has more than 60
employees and successfully operates in two sections--business section for daily
operation and project section for methanol project management.
YCI is seeking to become a leading methanol and methanol derivative
manufacturing company through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 natural gas
feedstock in US and highly competitive energy cost position. YCI’s current
growth strategy is mainly focused on organic growth based on its 4950 MTPD
Methanol Project, located in St. James Parish, Louisiana, US. Its strategic asset
location with easy access to a well-established petrochemical and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along Texas –Louisiana along Mexico gulf coast to reach North
America regional market and global market.

玉皇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美国分公
司，于 2013 年 1 月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成立。公司旨在助力
集团母公司参与和开拓全球石化市场。
公司办公室位于休斯敦市维斯泰姆街 10777 号 800 室，另外
在路易斯安娜州圣詹姆斯县设有现场部。公司目前有 60 余名员工，
设有运营部和项目部，分别负责公司日常经营和甲醇项目管理。
公司充分利用美国的天然气和能源竞争优势，力争成为全
球甲醇及其衍生品的领先制造企业。公司当前发展策略是全力
抓好公司 4950 吨 / 日甲醇装置的建设和运营，充分利用装置所
在德州 - 路州墨西哥湾区便利优质的石化和物流基础设施，将
产品销往北美和全球市场。

10777 Westheimer Rd., Suite 800, Houston TX, 77042

http://yci-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