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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投资

编者按：本期重点关注中国能源企业与国内或国外企业
合作“走出去”。“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
恒的利益。”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的这句政治名言在企业
间同样适用。企业为了发展壮大，“走出去”就能多条路。而
当今社会，世界经济格局“阴晴不定”，说变就变，海外市场更
是充满了未知数，“单打独斗”未免有点势单力薄，一旦出现
资金短缺、文化融合等问题，企业不免“手忙脚乱”。这时候，
如果有合作的企业就容易多啦，“你挑水来，我劈柴”，风风火
火“闯”海外。

●评投论足

兖煤澳洲与嘉能可握手言和 共同收购联合煤炭

海尔收购 GE、斐雪派克；美的
收购东芝、库卡；腾讯收购芬兰手机
游戏开发商Supercell Oy；海航集团
收购瑞士航空配餐公司 Gategroup
Holding AG⋯⋯

前不久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16 年全
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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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大类。

刚富起来的中国“企业”想买
下全世界的豪情跟当年的日本如
出一辙。

上世纪 80年代，日本企业开启
出海“买买买”模式。用日本官方的
话说是“因为国内市场的成熟”。但
许多研究者认为，当时日本技术革新
趋于停滞、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等问
题使得其国内市场萎缩，政府释放出
大量资金，希望以此提升物价，提升
通胀率，继而走出通货紧缩的状态，
大量闲置的资金只能走海外并购的

路子。
当时著名的并购案有三菱并购

美国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并购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影及音乐部门、
松下并购环球唱片公司等。最为轰
动一时的是 2005 年东芝并购美国
核电企业“西屋公司”，耗资54亿美
元，创日本并购的历史记录。没想
到东芝并购西屋公司后，日本大地
震的冲击和核电技术的缺陷，使核
电站在日本失去了存在意义。

只有 2000亿日元的企业，买下
了 6000亿日元的资产，小鱼吃大鱼
的结局是——就算吃下了，也消化
不了。后来，东芝不得不依赖做假
账维持其股票价格，再后来丑闻被
曝光，也导致了东芝后来的破产和
被出售。

东芝公司后来反思认为，总裁
西田决定并购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
他自己能当上经团联会长。东芝部
分员工认为，西田以卖手提电脑出
名，对核电并无太多了解，却又想显

示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家魄力。
从多数的海外并购结果看，凡

是个人为了给自己增添荣誉而从事
的并购，大都以失败告终。如果企
业在最熟悉的领域进行并购，效果
往往很好。日本这些年能有大量投
资盈利的回流，也正说明了这个规
律。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研究部
主任赵萍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
采访时对这一观点表示高度认可。

开篇所列举的企业，都是成功的
案例。无论海尔还是美的，都是在家
电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之后，在熟悉
的领域迈出了海外并购这一步。

赵萍认为，出现“买买买”模式，
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出
现了大量投资机会，特别是像一些东
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
本低廉，制造业方面机会大。赴海外
投资并购可让企业完成全球的资源
配置，完善生产供应链，提高全球竞
争力。一些企业会把研发设计等环
节放在发达国家，更好地利用其投资
溢出效应，提高自身研发能力。

2016 年，日本企业用于海外并
购的总资金约 1000 亿美元。这一
数额与 2016 年中企海外并购资金
大抵相当。“但二者是有很大区别
的。”赵萍说，日本企业“走出去”的
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因为日本国内
资源有限，企业“走出去”后更注重
全球的资源配置。日企在诸如半导
体、医疗等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对外投资时能够掌控核心技术并占
有主动权。而中企“走出去”处在刚

刚起步过程中，核心技术相对较弱，
并购发达国家的优势企业更多的是
借此获得推动企业发展的先进技
术。对中企而言，海外并购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

再看日本，虽然先前海外并购失
败案例比成功的多，但近些年来他们
基本远离了非理性并购的路子。
2016年，日本贸易收支盈利4万亿日
元，而直接投资获取的利益为7.4万
亿日元，海外投资赚取的利益大大超
过产品出口获得的效益。整体而言，
日本海外投资取得了良好效益。

“出口贸易不如投资收益多，是
成熟稳定海外投资的必然结果。”赵
萍认为，当今的自由贸易竞争比较
充分，出口产品想获得垄断利润几
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日本在很多领
域具有技术优势，但其大部分商品
仍然只能赚取平均利润。相比之
下，对外投资因为有全球资源配置
效应，投资者可以获得从研发生产
到最终渠道销售整个产业链条的高
利润回报。

相比日企，中企海外并购还面
临着更多的技术壁垒限制和安全审
查限制等。“担心技术流入中国是一
部分原因，欧美国家更担心的是中
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
的高成长性。中国原有的技术基
础，会因中国强大的市场需求和经
济增长获得巨大的进步空间。”赵萍
表示，日企海外并购的他山之石值
得借鉴，自主创新才是中企“走出
去”的正确姿势。

日企海外并购之殇 中企当以明鉴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兖
煤澳洲与瑞士嘉能可同时发布合
作公告，根据达成的协议，兖煤澳
洲与嘉能可将组建合资公司，共同
开发联合煤炭旗下的猎人谷运营
煤矿（HVO）。在最终的合资企业
中，兖煤澳洲占有 51%的权益，嘉
能可以11.39亿美元的现金出价获
得49%的权益。其中，兖煤澳洲将
以 4.29 亿美元的价格向嘉能可转
让 HVO16.6%的权益；嘉能可以
7.1亿美元代替兖煤澳洲接盘三菱
在 HVO 的 32.4%权益。合资企业
将由兖煤澳洲和嘉能可通过合资
企业管理委员会共同控制，并由独
立管理团队进行管理。值得一提
的是，除了业务领域的合作外，嘉
能可还将投资 3 亿美元参与兖煤
澳洲配股，成为兖煤澳洲配股中的
基石投资者。

【点评】一个月前，兖煤澳洲与

嘉能可在竞购的硝烟中疯狂“火
拼”，互不相让，如今剧情大反转，
两家企业握手言和，相谈甚欢，共
商力拓旗下联合煤炭公司的开发
大计。虽然当初竞价时，兖煤澳洲
反超嘉能可被力拓确定为优先买
家，但兖州煤业近年来业绩欠佳，
在资金等方面存在困难，因此能够
与国际能源巨头嘉能可合作，“搭
个伙”一起“走出去”，的确实打实
地解了“燃眉之急”。早在 10 年
前，中国的德力西集团与法国的施
耐德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德力西
电气，不断实现企业规模和业绩的
增长，是中欧企业合作的典范。现
在中国企业和瑞士企业在一起合
作，能擦出什么“火花”呢？又会在
能源领域“搅”出什么波澜呢？两
家企业的合作会成为海外投资案
例中的一段“佳话”吗？这一切且
交给时间来答复。

据环球网综合报道，央企神华
集团和中国国电集团已就合并事
宜基本达成一致。在以燃煤发电
为主的中国，将诞生一个从采煤到
发电一体化经营的大型发电企
业。相对于通过国内竞争来控制
能源价格，中国更注重推进组建大
型能源企业走向海外的方针，预计
能源行业的合纵连横将加速进
行。国电高层在8月3日前透露了
合并消息，预计最快 2017 年年内
就能获得政府批准。

【点评】俗话说得好，“打虎亲
兄弟，上阵父子兵”。随着全球新
能源产业与市场格局的深刻变化，
中国能源企业所面临的海外形势
愈发严峻。据了解，目前我国能源

类企业境外投资更多偏向并购、新
建投资和勘探，海外投资额不断上
升，但“走出去”效果不容乐观，
2016 年前三季度海外并购成功的
企业仅占总数的 20%。企业独自

“出海”投资未免心中不安，海外太
“冰冷”，不如大家抱团“取暖”。神
华和国电的合并是一个很好的提
升企业海外竞争力的方式。一方
面，神华作为大型煤炭企业，在世
界各地从事煤矿开发；另一方面，
国电是中国五大发电企业之一，两
家企业强强联手合并成大型发电
企业，1+1＞2，相信其在不远的未
来，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欧美的
大型企业比拼时，能够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整理、点评：周东洋）

中国加速组建大型能源企业走向海外

先来看两条新闻。美国总统特
朗普 7 月 26 日宣布，富士康集团将
投资 100 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建设液晶显示屏工厂。这将是有史
以来外资公司在美国最大的一笔新
建投资。富士康表示未来会在美国
有多个投资计划。7 月 28 日,中国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五条具体措
施，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营造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环境。会议取
消或放开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些领域
外商投资股比限制,并在外商登记
注册、所得税优惠等方面给予支
持。上述引进外资新举措将在 9 月
底前落地。

表面上看好像毫无关联的两条
新闻所传递的却是同一个信息：无
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在努力地采
取措施吸引外资，尤其是吸引外商
投资国内的制造业。为什么？因为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是确保
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社会稳定的

“催化剂”。这也是特朗普就任总统
后，面对美国产业空心化，一直主张

“制造业回流”以重振美国制造业，
从而在全球范围不惜以税收、成本、
政策等优惠争抢制造业巨头对美投

资设厂的重要原因所在。
自 2015 年起,我国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的同比增速明显放缓。今年
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
比下降 0.1%,首次出现负增长。国
家发改委表示，我国利用外资正处
于优势转换和结构调整期,随着要
素成本上升,出现这一现象是符合
经济规律的。怎么了解“要素成本
上升”？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同
样去美国投资设厂的福耀玻璃董事
长曹德旺在递交的提案中表示，中
国的人工成本、运输成本、资源成
本、较高的工业土地成本，再加上税
负等，成本不合理的因素更加凸
显。相反，中国周边拥有人口红利
等后发优势的国家正在创造条件吸
引投资。中国的部分制造业投资正
在流向美国已成不争的事实。商务
部数据显示，到 2015 年，制造业已
经超过金融业，成为中国在美直接
投资的最主要行业。

货币超发周期终结后，填补产
业空心成为美国很多州争分夺秒想
要完成的重大任务。无论是威斯康
星州真金白银的税收优惠，还是特
朗普政府的摇旗呐喊，都足以看出

本轮美国抢夺国外制造业投资是动
真格的！回到中国，员工工资和原
材料价格的大涨、人民币升值、融资
难和融资成本提高⋯⋯制造业显露
出的处境已经相当严峻。这些国内
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对吸引外资来
华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制造业带来
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中国为吸
引外商投资，特别是为外商投资制
造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已经刻不
容缓。

面对外界置疑中国投资环境开
始恶化，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
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制造业、采
矿业等的外资准入，支持内外资同
等享受“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
略政策措施，印发 2017 年版自贸试
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减少了 27
项限制性措施等，外资领域“放管
服”改革也在深入推进，投资便利化
程度不断提高。政策的实施到效果
显现需要一段时间，政府的“松绑”
行为值得肯定！

投资行为的趋利性与制造业的
转移都像水流一样，永远会流向成
本更低的地方。中国已不再是投资

“洼地”，高企的“要素成本上升”、与

经济发展不能有效配套的营商环境
与管理体制等都在“蚕食”外商投
资，特别是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
中国本土及潜在的外国来华制造业
投资者开始掂量并观望那些释放更
多红利的国家并“用脚投票”，这无
疑给中国如何提升吸引外商投资水
平和加速国内制造业发展敲响了

“警钟”。
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市

场，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最青睐的、
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从

“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升级，中国需要扩大引进外资,加速
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品牌和管理,
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面对各国
态势汹涌的投资政策竞争，中国需
要从完善制度入手，真正地将市场
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主动从完善
营商环境入手,用减税降费的“割肉
让利”，让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看得
见、摸得着”，在给国内制造业注入
新生动力的同时，为外商来华投资
制造业提供更大驱动力，让那些已
经“搬家”或打算“搬家”的“富士康
们”愿意在中国升级换代，加快回归
中国的步伐。

富士康“搬家”美国背后的“博弈”
■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夏

据路透社 8 月 4 日报道，委内
瑞拉货币玻利瓦尔（bolivar）对美
元黑市汇率周四（8月3日）单日大
跌 18%。黑市网站 DolarToday 提
供的汇率数据显示，玻利瓦尔对美
元7月份累计挫跌将近60%。

玻利瓦尔下跌意味着委内瑞
拉的最低薪资目前只有每周1.5美
元，即便最近几个月该国政府多次
上调过薪资。该国通胀率达到了
三位数，受本币贬值和货币供应急
速增加的推动，上个月仅一周该国
货币供应就增加了10%。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也发现，委
内瑞拉是外汇管制较严格的国家，
自 2003 年开始实行外汇管制，取

消并禁止外汇自由兑换。
针对委内瑞拉目前通货膨胀

严重、货币快速贬值的现状，在委
内瑞拉从事贸易投资或工程承包
的企业可尽量少收入委内瑞拉货
币，多支出委内瑞拉货币，如有可
能也可多收入美元，少用美元对外
支付，同时多增持一些实物或其他
非货币形式的资产。甚至可在一
些大宗交易或支付中鼓励对方用
实物支付或用产权做抵押，从而一
定程度上减少委内瑞拉货币贬值
带给企业的风险损失。另外，在委
内瑞拉的投资者也把投资股市作
为回避委国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的一种办法。 （刘国民）

在7月一次会议上，《中国贸易
报》记者听巴林王国经济发展委员
会驻华代表蒋赟介绍，巴林对外资
企业资本利得和红利汇回没有设置
限制，也不对此征税，而且巴林第纳
尔兑美元汇率长期保持相对固定。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也发现，巴
林自 2001年开始实行与美元挂钩
的联系汇率制度，2002 年至今，汇
率 大 体 保 持 在 1 巴 林 第 纳 尔 兑
2.65-2.67美元之间。根据巴林法
律规定，在巴林工作和居留的外国
人，其合法收入也可全部汇出境
外，而且个人携带现金出入境不需
要申报，也无数额限制。

总体来看，巴林是汇率风险和
汇兑风险非常小的国家。不过也
要留意，虽然巴林第纳尔汇率走势
追随美元，两者之间的汇率固定，
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近年来波
动较大，人民币对巴林第纳尔的汇
率也有一定的波动幅度。对想在
巴林从事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的
中企来说，分析汇率风险时，可以
不用分析巴林第纳尔对美元的汇
率波动因素，因为这一项基本没有
波动，只需要考虑人民币对美元、
人民币对巴林第纳尔的汇率波动
因素，分析起来难度减少、风险也
小一些。 （刘国民）

开栏语：
在当代金融活动中，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外汇风险的波

及范围越来越大，几乎影响到所有经济部门。有些企业海外投
资，一年下来，因为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利润；也有的
国家设置了严格的汇兑管制，企业在当地赚到了钱却很难汇回
本国。由此看来，企业在对外贸易投资活动中势必会遇到汇率
汇兑风险。从本期开始，本版将开辟《汇率汇兑风险防范》专栏，
介绍世界各国货币基本情况、汇兑管制政策、汇率波动趋势、汇
率汇兑金融产品等专业实用知识，以期帮助中企在对外贸易、投
资、工程承包过程中有效防范和积极应对汇率汇兑风险。

委内瑞拉货币大幅贬值
企业可减持委币多储备实物

巴林汇率固定
对企业利润汇回不收费、无限制

巴林备用
LNG接收站项目

预计价值：5亿美元
预计完工旪间：2018年
项目开发商：巴林国家石油天

然气署（NOGA）控股
简介: 巴林国家石油天然气

署(NOGA)的 LNG 接收站位于巴
林萨勒曼港东北部。这个新的浮
式天然气进口终端的初始容量为
400 标准立方英尺/天，预计可扩
展到 800标准立方英尺/天。海湾
国家希望贩买额外的天然气，用来
满足本地工业需求和发电需求。

招标情况：Worley Parsons 被
任命来完成项目的前端工程设计
(FEED)。

地点：距离萨勒曼港4公里
征求巴林方面同意后可提供

联系方式给有意向者。
（本报编辑部）

缅甸第27号服装厂
邀请提交合作意向书

缅甸工业部 3 号重工业公司
旗下第 27 号服装厂（Yankin）打算
与投资者合作（以国际标准打造缅
甸国际商业中心），在2.205英亩土
地上建立合资企业。

感兴趣的投资者请在 2017年
8月 31日下午 4点(缅甸标准时间)
前提交其建议草案至 3 号重工业
公司技术开发部门。感兴趣的单
位自 2017年 8月 1日起可以问询，
索取意向书表格和提交建议草案，
但需提交单位相关文件：

-有效的注册证书
-公司章程与细则
-对外技术合作方名字(如果

是缅甸本地公司)
更 多 信 息 请 联 系 ：+ 95 67

408293,67 408132,67 408193
（中国贸促会官网）

为进一步促进“泰国工业 4.0”
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泰
中记者协会于近日在曼谷举办了

“‘泰国工业4.0’战略与‘一带一路’
携手共进”为主题的研讨会。中泰
两国媒体记者以及各界人士约 200
人出席了会议。泰国中华总商会主
席陈振治、泰国工业院主席陈·纳姆
差斯里、泰国国家发展管理学院工
商管理系副主任塔努瓦信、泰国朱
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暖诺在
会上就“一带一路”和“泰国工业4.0”
与新闻记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泰热议“泰国工业4.0”
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