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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投资

编者按：本期重点关注中国电力企业海外投资。在“一带
一路”背景下，电力企业掀起了一波海外投资热潮，对外投资不
仅可以将先进产能带出去，还可以将先进的技术引进来。

●汇率汇兑风险防范

澳大利亚依托丰富的自然资
源、稳定的社会环境、出色的人力
资本和智力资本以及强大的经济
实力，在全球投资市场中占有优势
地位，对国际资源投资具有极强的
吸引力和导向性。近日，由澳大利
亚投资委员会举办的“2017 中国—
澳大利亚资源投资论坛”吸引了众
多国内资源性投资企业参会。论
坛上，中国企业寻求合作项目、澳
方寻找优质的中国投资人，构成中
澳双方共赢的风景线。

“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铁矿
石和炼焦煤出口国。近几年，澳大
利亚发现了多处大型油田和矿产
项目，很多都已经处于生产阶段，
寻求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成为今
后澳方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托

尼·贝尔佩罗博士是澳大利亚一家
勘探公司的执行董事，在与《中国
贸易报》记者交流时，他十分看好
中国市场，并表示每次来中国招商
总能增加很多合作伙伴。“这也许
同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吧，这个市场对资源的需求很可
观。”托尼说。

据介绍，澳大利亚 2016年铁矿
石贸易占全球贸易量的 54%，炼焦
煤占 59%，同时也是第二大动力煤
出口国，占全球贸易量的 19%。澳
大利亚在 2016 年是世界第二大液
化天然气出口国，有望于 2019 年
超越卡塔尔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
天然气出口国。此外澳也是铝土
矿、矾土、铜、黄金、铀和锌的主要
出口国。在 2015—2016年，矿业的

直 接 贡 献 约 占 澳 大 利 亚 GDP 的
6%，从业人员超过 22.8 万人，出口
收入占国家总出口收入的 50%。

此外，2016 年中国企业在澳大
利亚的投资延续了之前的趋势，不
但交易数量突破记录，在行业和地
区分布上也更加多元化。能源领
域的投资首次超越了矿业。澳大
利亚塔斯马尼亚州获得了 2.8 亿澳
元的农业投资，而新南威尔士州仍
是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主要投
资目的地(占比 53%)。

“塔斯马尼亚州具有优异的地
质多样性，矿藏丰富，品位极高，易
于开采，并具有靠近交通要道和基
础设施良好的优势。”来自塔斯马
尼亚州投资局的皮特告诉记者，塔
州还拥有一支富有能力和技能的

劳工队伍，能源价格很有竞争力，
商业环境更是友好稳定。他进一
步向记者表示，该州法规十分支持
勘探开发，并为一系列丰富多样、
充满活力的产业提供支持，除采矿
业外，还涉及食品与农业、林业、科
研、数字服务、高级制造、旅游业和
国际教育。

对投资人来说，理清当地的投
资关系、妥善处理政府事务十分关
键。记者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体系共有三级——中央政府、一级
行政区（主要是六个州和两个领地
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根据澳大利
亚法律，矿产和油气资源所有权公
有，属于上述三级政府。但三级政
府本身并不从事商业性勘探与开
发，而由私营部门发起勘探，并从

事后续开采活动。澳大利亚政府
部门只是大力投入地球科学数据
的收集与发布，鼓励并促进矿产和
油气勘探。除此之外，各级政府的
职责还包括：改善宏观经济环境，
设法消除或减少障碍，提高行业竞
争力，并为勘探、开发、项目审批、
安全和环境评估提供监管框架等。

“当然，澳大利亚政府十分欢迎
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这对澳
大利亚经济增长、创新和繁荣具有
重要贡献。”根据皮特的介绍，外方
需要获得审批才能获得矿权或开展
采矿作业所在土地的权益。能否获
得审批包括的因素涉及矿权类型、
从谁那里获取矿权、外方是否为外
国政府投资者、所有土地类型、所要
获取权益的价值等方面。

澳大利亚资源领域向中资摇动“橄榄枝”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海外并购的成功率是企业关心
的大问题。近日，走出去智库首席
专家吕立山（中文名）在一次会议上
介绍了影响中企海外并购成功率的
因素。

吕立山介绍说，根据走出去智
库的研究，中企并购谈判成功率只
有 10%-15%。主要原因是：介入太
晚且反馈太慢；决策者未参与谈判；
不熟悉国际交易结构；没有利用好
可用的工具和资源；沟通/文化差
异。吕立山曾在东南亚国家调研，
比较中日韩投资者后发现中方投资
者欠缺经验。

“如果卖方对和中企能否达成
交易缺乏信心，就不会跟中企谈，即
便中企给的价更高，有一些好的资
产中企买不到。”吕立山说。

吕立山举了国人比较熟悉的中
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的例子。
2005 年，中海油竞标美国优尼科，
要约价185亿美元，全部为现金，美

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后
拒绝此并购案。此后在 2013年，雪
佛龙却以要约价 171 亿美元，以现
金和股份成功收购优尼科。

在并购实务中，“中企喜欢靠私
人关系，较多寻找待出售目标，不愿
意和非待售目标谈；西方企业则喜
欢寻找非待售目标，由买方主动发
起收购过程，这一过程中可能没有
竞争对手。”吕立山说，中企应在并
购初期协议签署之前就多寻求外部
顾问的指点和帮助。

综合相关案例，吕立山总结了
中企在境外并购中的成功因素和风
险因素。成功因素包括：集中相关
收购、可靠的协同效应、以现金支付
对价。风险因素包括：投机性收购、
跟风收购、炫耀性收购、非集中非相
关收购、不现实的协同效应、多余资
金的不当利用、基于天真假设的跨
境交易、在并购市场火热时收购、买
方享受的税收优惠低、一次性预先

支付全款、并购流程管理不到位、低
水平的交易管理等。

在吕立山看来，中企在海外并
购领域也有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几十年前，日企在海外并购时也
曾像现在的中企这么没经验。”他
也提到日企收购美国洛克菲勒中
心的失败案例：1989 年日企以 14
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后，1995
年破产。“这中间就涉及到跟风收
购、投机性收购、多余资金的不当
利用、在并购市场火热时收购等不
当因素。”

美国对外资并购审查趋严也是
与会演讲嘉宾重点关注的话题。美
国高盖茨律师事务所嘉宾 Stacy 介
绍 说 ，美 国 外 国 投 资 委 员 会

（CFIUS）由多部委力量联合构成，
其中财政部牵头，主要审查并购项
目 ，绿 地 投 资 目 前 不 用 去 申 请
CFIUS 审查。“对企业来说，CFIUS
审查属于主动自愿申报项目，程序

比较昂贵和麻烦。企业可以不去申
报，但若被竞争对手告发，就会面临
风险，美国当局可因此宣布该项目
无效。”

据Stacy介绍，CFIUS审查一般
审查3个月，但现在这类申请太多，
时间可能会更长。“现在美国有一种
担心，担心外商投资过多，就像上世
纪 80 年代美国担心日本买下美国
一样。当前这一波担心主要针对中
国。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让审查标
准变得更严格。”

吕立山介绍说，“今年 9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中资收购
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他还列出
近年来CFIUS 对中企审查列表，列
表显示，2015年华创投资公司19亿
美 元 收 购 美 国 豪 威 科 技 公 司 被
CFIUS 通过；2017 年海航集团旗下
喜乐航4.16亿美元收购美国全球鹰
娱乐，CFIUS表示反对，导致该交易
失败。

如何提高中企海外并购成功率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世界银行多边担保机构（MI⁃
GA）业务局基础设施处高级担保
官员张文合认为，对外投资面临各
种风险，其中政治风险中有一项是
货币转移限制和兑换风险（汇兑风
险）。通俗地说，汇兑风险就是企
业在某国赚的钱有可能无法汇出
的风险。MIGA 用对应的政治风
险 保 险 来 帮 助 企 业 防 范 汇 兑 风
险。但汇率贬值不在 MIGA 保险

范围内。《中国贸易报》记者了解
到，MIGA 会对各国汇兑风险程度
做出评级，其中缅甸汇兑风险很
高。记者就此询问张文合，MIGA
给各国汇兑风险评级时主要参考
哪几项指标？哪些国家汇兑风险
比较高？

张文合回答说，为各国汇兑风
险做评级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
该国宏观经济形势，年度外汇收入

情况，这一因素至关重要；二是该
国过去的历史记录，比如在汇兑方
面有没有不良记录，一旦有不良记
录就会影响以后的评级；三是该国
政策因素，比如有的国家汇兑政策
较开放，有的国家汇兑管制很严
厉，其中缅甸属于汇兑政策较严，
实际执行比较宽松的国家。在张
文合看来，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
比亚等国汇兑风险也较高。

三因素决定MIGA国别评级：埃及等国汇兑风险高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英媒称，中国大型基建公司
——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月
21日公告称，公司牵头的联营体日
前中标尼日利亚一水电站项目，合
同总价约合 383.46 亿元人民币，项
目总工期72个月。

据路透社上海 9 月 21 日报道，
公告显示，葛洲坝牵头的“葛洲坝-
中国水电-中地海外”联营体收到

“尼日利亚蒙贝拉水电站项目”的中

标通知书，项目业主尼日利亚电力、
工程及住建部与联营体就尼日利亚
蒙贝拉水电站项目的总承包达成一
致。项目合同总价 57.925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383.4633 亿元（按 1 美
元合6.62人民币计算）。

该项目包括4座碾压混凝土大
坝、两条合计15.9千米的连接隧洞、
12台冲击式水轮机及发电系统等，项
目总装机3050MW（兆瓦）。上述联

营体由葛洲坝、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地海外集团有限
公司三家企业组成，股份比例分别为
45%、35%、20%，葛洲坝为牵头方。

葛洲坝称，各方将组成紧密型
联营体完成本项目实施，按照联营
体股份比例承担责任并获得收益。
按照中标通知书要求，公司将组织
联营体近期与业主签订合同。

（参考消息网）

葛洲坝牵头联营体中标尼日利亚水电项目

图为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承建的越南海阳2×600MW燃煤电厂工程#1主厂房第一方混凝土浇筑现场，主厂
房混凝土浇筑范围为#1主厂房固定端6个承台基础，浇筑总方量为540立方米。 中新社发 姚尚伟 摄

据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经商
室消息，由中国云南能投联合外经
股份有限公司和缅甸电力与能源
部共同投资的联合循环天然气发
电厂将于 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运
营。该项目 2016 年 1 月获得运营
许可证。工厂位于仰光市东部的
达盖塔镇区，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
涡轮机技术，发电量约为 106 兆
瓦，目前由中国山东电力建设集团
第三工程公司承建。

【点评】近年来，中国对缅甸投
资规模逐渐扩大。据缅甸投资与
公司管理局统计，截至 2017 年 5
月，在所有对缅投资国家和地区

中，中国以总投资额 180 亿美元位
居首位，对缅投资额占缅甸吸收外
资总额的 26%，共有 183 个已批准
投资项目。中国对缅投资主体和
领域相对集中，石油、天然气是受
追捧的领域，对缅投资主要以资源
开发为主，水利、油气、矿产几乎占
中国对缅投资大部分。此次对缅
甸天然气发电厂的投资也在情理
之中。首先，缅甸在过去十年间用
电量增长了三倍，且预计每年电力
需求量还将以 15%的速度递增，有
巨大的市场潜力；其次，缅甸天然
气存储量丰富；第三，缅甸是中国
的邻国，有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

云南能投：中缅合资天然气发电厂明年投产

据参考消息网报道，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公司和葡萄牙电力公司
联合投标的 95 万千瓦英国 Moray
海上风电项目成功中标。Moray
海上风电项目位于苏格兰马里湾
中部海域，总规划装机 112 万千
瓦，此次投标容量95万千瓦，中标
电价每兆瓦时57.5英镑，项目预计
2022年建成发电。

【点评】如今，开发利用可再
生能源成为世界各国能源战略的
重要目标。相对于生物质能、太
阳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风电
技术较成熟、成本较低，尤其是海
上风电具有风能资源丰富、邻近
负荷中心等优势。中国电力“走

出去”以煤电、水电、输变电为主，
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行业尚处
于 走 向 国 际 市 场 的 初 期 阶 段 。
2014 年，中国发电企业首个投资
的海外风力发电项目—加拿大德
芙琳风电项目建成投产。如今，
中国对外投资风力发电项目逐渐
增多。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统计的
数据，欧洲一直是海上风电发展
的“领头羊”，特别是英国、德国和
丹麦等国海上风电实力雄厚，因
此三峡集团此次投资可谓是“入
虎穴，从而得虎子”，去海上发电
强国英国投资，进而吸收英国相
关的先进技术，“外为已用”。

（整理、点评：周东洋）

三峡集团：中标英国Moray海上风电项目

据越南《人民报》9 月 22 日报
道，越南工贸部部长日前签署《关于
2017年至2018年阶段取消和精简
工贸部领域投资经营条件的决定》，

取消和简化675项投资经营条件限
制，占投资经营条件总数的55.5%，
即一半以上的条件限制被取消或简
化。（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经商室）

越南工贸部取消和简化675项投资经营条件

波兰 Bernstein Venture (LLC)
公司代表波兰20多家食品和饮料
制造商和生产商。这些厂家希望进
入中国市场，寻找中国合作伙伴。

联系人：马攀
邮箱：mapan@ccpit.org

（中国贸促会官网）

德国北部拥有 400年历史的
著名啤酒公司，在北德地区有两
个生产基地。产品涵盖比尔森、
小麦啤、无酒精啤、波克、麦汁等
10余种啤酒，可以根据需求迅速
投产其他啤酒混合饮料。年产量
8.5万吨，现有硬件设备满负荷能
达到 15 万吨产能。公司共持有
20余种注册商标。

投资额:1300万-1600万欧元
获取控股权。公司股份归管理层所
有，管理层愿意留任，控股5年后可
以收购剩下全部股权。

营收状况：2016年产值为4000
万欧元。

联系人：贸促会德国代表处
张博

邮箱：zhangbo@ccpit.org
电话：0049-15114358118

（中国贸促会官网）

越南已经从亚洲开发银行获
得资金用于 MFF 电力输送投资
项目第三期，经越南国家输电总
公司授权，越南南方电力项目管
理局邀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竞
标，负责供应主要设备，供应和安
装变电站和 extension bay 的控制
系统、保护系统、测量系统、通讯
系统以及SCADA（包括测试通讯
系统和SCADA）。

投标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31日9点（越南河内时间）

电话：(84-8) 2 210 0719，
(84-8) 3 836 1096
邮箱：sppmbp6@gmail.com
联系人：Mr. Doan Tan Phong

（经理）
（本报编辑部整合整理）

据罗马尼亚媒体报道，罗外国
投资协会表示，落后的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成为罗经济发展的掣肘。过
去几十年里，“缺乏优先、政策不连
续、规划和执行欠缺”拖慢了罗交通
基础设施发展，以至于“当前的基础
设施水平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罗外国投资协会预计，罗马尼
亚经济至少需要 20 年的快速发
展，才有可能达到与西欧国家相同
的生活水平。然而，“如果不立即
在基础设施领域大力投资，当前的
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中长期保持
下去。”

该协会还指出了罗政府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制定未来3-5年
的优先项目并确定其财政来源；为
国家公路投资公司确立合理的管
理结构；明确规定罗马尼亚发展主
权基金的投资标准和优先项目；为
新的公司合营法提供一个更加明
确的框架；制定措施提高欧盟基金
的吸收率。该协会指出：“基础设
施对罗马尼亚未来发展影响重
大。如果罗马尼亚想要成为欧盟
前 10 大经济体，基础设施也是罗
马尼亚需要重点发展的三个方面
之一。”（驻罗马尼亚经商参处）

据新华社报道，根据南非兰德
商业银行发布的“2018 年非洲投
资指南”，埃及凭借其经济增长的
优势，已超越南非成为非洲的最佳
投资国。这是兰德商业银行自 7
年前开始发布报告以来，南非首次
从“非洲投资国名单”的头把交椅
中滑落，屈居第二。

报告分析对比了影响非洲国
家投资的诸多因素，如美元收入的
主要渠道（以此衡量最重要的收入
来源，并确认投资机会），以及经商
的便捷程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等。

报告指出，埃及超过南非的主
要原因是因为前者的经济增长势
头较强。相比之下，南非经济增长
乏力，尤其是在过去的 7 年里，南
非的经济形势逐渐恶化。调查还

发现，市场对南非制度的稳定性和
政府执政能力的担忧在不断增长，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对
南非的信心。但报告同时指出，南
非在某些方面仍有较大的优势，如
其货币兰特的地位以及股票和资
本市场的成熟性等，这是许多流动
资产极度缺乏的其他非洲国家所
不能比拟的。

在此次调查中，非洲第一人口
大国尼日利亚第一次没能登上“非
洲10大投资国”的榜单，这主要是
因为其萧条的经济状况使其丧失
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报告建议，非洲国家必须在原
材料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寻求
对策，努力改变目前生产增长缓慢
的状况。 （高原）

罗马尼亚亟需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埃及取代南非成为非洲最佳投资国

德国著名啤酒厂
寻求股权融资

波兰食品饮料企业
寻中国合作商

越南MFF输电
项目第三期招标

此公司是一家位于巴西玛瑙
斯市的巴西私人企业，致力于生
产液化生物甲烷，并直接从大气
中捕获二氧化碳。生物甲烷将取
代柴油、汽油和天然气。柴油替
代 CH4 的量约为每年 4300 万公
升，二氧化碳将储存在石油勘探
剩余的空间中，每年约达 36000
吨。其产品设计适合用于抵消碳
排放。

目前，该公司希与中国政府
部门或企业开展合作。如有合作
或投资意向，请与之联系。

电话：55-92-36152322
邮箱：fabio.soares@nitrongas.

com.br
联系人：FABIO NITRON

（本报编辑部整合整理）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巴西液化生物甲烷
生产商寻中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