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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经济新闻》称，新加坡
与中国日前签署了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扩大合作的备忘录。双方
将共同参与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
抓住“一带一路”的巨大机遇，但双
方在安全保障领域能否继续保持
适当距离将成为课题。

两国今后将采取圈定能相互
合作的第三国市场和项目、撮合双
方企业等举措，不断增加共同参与
的基础设施项目。新加坡将发挥
金融和法律人才丰富的优势，在仲
裁解决融资和争端上提供经验。

报道回顾称，2017 年 5 月，中
国在北京首次举行“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众多亚洲首脑出
席，但新加坡总理缺席。考虑到这
让中国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
坡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态
度。2017年9月，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了

会谈。同年 11 月，作为下一任总
理强有力候选人的新加坡财政部
部长王瑞杰也访问了中国，一直致
力于中新关系的重建。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对于
新加坡来说，不断抓住亚洲区域
的基础设施需求，将是今后经济
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此外，
新加坡还抱有另一种危机感，即
如果其他国家成为相关业务的承
接地，其作为贸易和金融中心的
地位将受到威胁。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加坡
来说，加深与中国的关系，在经济
方面的现实利益巨大，但维持此
前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和
安全保障的立场也将同时成为巨
大课题。

尤其是新加坡今年担任东盟
轮值主席国，在南海问题上如何面
对中国将受到考验。 (肖参)

中美是否会爆发贸易战的压力
始终笼罩着全球市场。虽然特朗普
政府目前还没有对人民币采取任何
直接行动，但从他将中国的出口和
对外投资视为对美经济霸权的威
胁，以及他不惜冒险急于阻拦中国
发展的各种迹象看，他对人民币出
手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
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人民币国际
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汇率
波动，客观上产生了对新的更稳定的
货币需求。中国及时抓住机会，通过
放松监管，使更多跨境贸易以人民币
进行结算，从而绕过了传统的计价货
币美元，打开了贸易项下的人民币国
际化之路，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人民
币结算银行网络。贸易项的开放使
得人民币流向香港地区，在香港银行
体系内以存款形式结余。英国等国
家也开始出现人民币主权债券的活

跃市场。此外，中国还与数十家外国
央行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以期人民
币能成为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资产。

2015 年 12 月，中国树起了人民
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正式将
人民币作为除英镑、欧元、日元和美
元之外的第五种货币，纳入特别提
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历
史性地成为首个被纳入 SDR 的新
兴市场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
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2018 年 3 月 26 日，以人民币计
价的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这是中国为提
升人民币国际形象所采取的最新举
措，也将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有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想要通
过人民币国际化来扩大其全球影响
力，并使人民币的国际形象符合其
全球超级大国的身份。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受益于美元在金融市场和
央行储备中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现
在希望获得类似的回报。

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用来
维持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政策在很
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即使中国正在
推动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替代品，但
奥巴马政府也许觉得威胁尚远，在
捍卫美元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
动。此外，尽管当时人们普遍怀疑
人民币进入 SDR 货币篮子的资格，
美国却持支持态度，因为美国想要
鼓励中国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成
为一个更可靠的利益相关者。

然而，特朗普对人民币的态度
与奥巴马完全不同。尽管人民币的
国际地位有所上升，但远未达到国
际领袖的程度。人民币国际化目前
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而特朗普很
可能知道这一点，并将试图利用人
民币的脆弱性。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国
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本杰明·科恩推
测，如果特朗普让中国在贸易上做
出让步的要求受到了中国抵制，美
国可能会禁止美国企业与中方合作
伙伴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当美国
企业投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时，
美国会进行阻止或建立新的障碍。
或者，任何准备放弃与中国达成货
币互换协议的央行，美国将对其提
供更优惠的货币互换协议。当然，
其他的惩罚措施还有很多。

笔者认为，如果贸易战与货币
战同时发生，那将是危险的且是灾
难性的。国际金融市场可能会受到
破坏，国际贷款也可能会中断，国际
贸易体系可能会崩溃。然而，特朗
普似乎不会惧怕这些可能性。但愿
特朗普能保持冷静，从各自利益出
发，以共赢共享的态度，通过协商和
谈判解决争端。

警惕人民币成特朗普下一目标
■ 本报记者 孔帅

3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
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
通知》（下称《通知》）。消息一出，一
石激起千层浪，此举被解读为为境
内发行CDR（中国存托凭证）铺路。

何 谓 CDR？ 根 据《通 知》，
CDR 是指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
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票
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由中国境内
的存托银行发行、在境内 A 股市场
上市、以人民币交易结算、供国内投
资者买卖的投资凭证，从而实现股
票的异地买卖。

追本溯源，由于美国相关证券
法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注册地
必须在美国，注册地不在美国的企
业，只能采取存托凭证的方式进入
美国资本市场。百度、阿里巴巴等
都 是 通 过 发 行 美 国 存 托 凭 证

（ADR）在美国上市。CDR 即中国
存托凭证。

该《通知》明确 CDR 试点企业

应当是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
术、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
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CDR
政策利好指向了创新企业中的部分
佼佼者，创新企业的春天要来了。

据悉，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融
资，大部分都使用了 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模式，他们业务经
营实体在国内，上市实体在境外。
通过搭建 VIE 架构，境外的上市实
体通过协议的方式控制境内的业务
经营实体。

“实际上，境外上市的企业对回
归中国上市都有强烈愿望。”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
祖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但如果企业想回归A股，需经
过重重关卡。经过私有化，收回在
外流通的股份；拆除VIE架构，赎回
海外机构投资者股份；通过 IPO 审

核。最鲜活的例子莫过于用了将近
3年时间才得以回归的奇虎360。

卞永祖认为，根据《通知》要求，
大型境外上市企业回归中国上市
者虽凤毛麟角，却能起到鲶鱼效
应。其一，中国投资者可以参与分
享这种高增长互联网企业的红利；
其二，上述中企所积累的成熟经验
将为国内创新企业发展注入“活
水”；其三，有助于国内监管机构完
善监管理念，解决国内上市信息不
透明等问题。

“境外上市企业大都面临身份
混乱的问题，进入中国诸多领域都
会受到限制。一旦回归中国上市，
对于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将起到锦上
添花的作用。此外，还有利于提高
企业自身形象，增强国人对企业的
认同感。”卞永祖说。

据中金公司预计，根据《通知》
要求，符合条件发行 CDR 的企业
有5家：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

（业内简称BATJ）和网易。

中国开启回归A股规则之门
■ 本报记者 陈璐

据哈萨克斯坦投资发展部发
布的消息，近期，为扩大引进外资、
改善投资环境，投资发展部会同
Kazakh Invest 国家投资公司制定
了相应的规范，拟制了 2018-2020
年投资项目清单。

据悉，该清单共包含 658个项

目 ，资 金 规 模 达 592 亿 美 元 ，其
中，140 个项目有外资参与，总额
438 亿美元，518 个项目由本土企
业实施，总额 154 亿美元。今年，
计划实施 298 个项目，总金额达
65亿美元。

（驻哈萨克斯坦经商参处）

哈拟制投资项目清单

据《菲律宾星报》近日报道，亚
洲开发银行（ADB）行长中尾武彦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1届东盟财长
会上表示，2030 年以前，东盟国家
预计每年仍需在基建领域投入
2100 亿美元，以满足 5200 万人的
用电需求、6100万人的安全饮水需
求以及2亿人的公共卫生需求。

当前，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态势
良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
极。东盟国家需抓住这一战略机
遇深化改革，强化与世界经济与区
域价值链之间的联系，以更好地提
升区域竞争力。

中尾武彦称，2017 年 ADB 共
为 9 个项目提供了 5.2 亿美元融
资，东盟区域内有 4 个项目，即缅
甸的高速公路项目以及印尼和越
南的3个电网项目。

未来，ADB 仍将继续为包括
东盟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
支持，选择的项目需满足 8 项标
准：符合所在国战略、经济效益稳
定、侧重科技创新性、不破坏生态
环境、不影响当地气候、政府治理
能力强、解决就业能力强以及融资
能力强。

（驻菲律宾经商参处）

东盟仍需更多基建投资

项目概述：Blue Azurite 有限
公司是一家经毛里求斯金融服务
委员会授权，新近成立的管理公
司。该公司致力于为个人和团体
提供业务解决方案和服务，希望
与在毛里求斯经营的中国企业或
有计划来毛里求斯投资的个人或
公司密切合作。

电话：00230-4546070，
00230-59426070

邮箱：
p.thylam@blueazurite.com
联系人：
Mr Poonum Thylam
公司地址：
Suite 207, Ebene Junction,

Rue de la Democratie, Cybercity,
Ebene, 72201

（本报综合报道）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毛里求斯管理公司项目

项目概述：俄罗斯克麦罗沃
州奥辛尼基市“扎博塔”果汁厂

（俄文名称“Забота”）建于 2006
年，主要对浓缩果汁进行加工，产
出不同种类的果汁，现寻求中方
合作伙伴，可以收购、租赁等多种
方式投资该厂，并探讨增加纯净
水、乳品等生产线，实现在中国及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销售。

电话：8-905-905-4001
邮箱：s.yuliya666@mail.ru
联系人：尤利娅·阿纳托里耶

夫娜·萨玛尔斯卡娅

俄“扎博塔”果汁厂项目

项目概述：缅甸电力和能源
部下属的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以
基亚（缅甸币）和美元公开招标采
购机械设备（包括特定型号的挖
土机、钻机、拖拉机、发动机、柴油
机、空压机、气割机，带马达的水
泵/原油输送泵/便携式消防泵）
零部件以及存储服务器、推车式
灭火器、惠普打印复印扫描多功
能一体机、解释工作站及数据处
理中心等。

截标时间：
2018年4月23日16:30
电话：9567—411206，

9567— 411212

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
机械设备项目

据路透社报道，尼日利亚国
家石油公司（NNPC）近日公布，
该国天然气管道项目中三段中的
两段已经签订合同，总共价值超
过28亿美元。

据悉，该项目位于尼日利亚
南部城市阿贾奥库塔，途经阿布
贾、卡杜纳，直至北部城市卡诺，
全长 614 公里。其中，200公里由
Oando公司获得。另外，200公里
由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标。

但NNPC未透露上述两合同
的分别中标金额。

（整理/编译：陈璐）

尼日利亚天然气管道
项目招标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动下，中俄东线天然气、亚马
尔液化天然气等能源合作项目积
极推进，合作领域和方式不断拓
展创新。

“中国与俄罗斯在电力能源领
域合作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前
景广阔。”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
局副局长林弘宇在 2018 全球互联
网大会上表示，中俄电力合作起步
较早，合作扎实，成效显著，已成为
跨国电力能源合作、能源互联互通
的成功范例。在俄罗斯，由中国公
司建设的电力项目造福当地民众，
受到广泛好评。

记者了解到，在俄罗斯西部的
雅罗斯拉夫尔州，由中俄合作建设
捷宁斯卡娅电站是目前中国在俄罗
斯的最大电力能源类投资项目。该
发电站采用了最先进的燃气发电设
备，可减少25%的天然气消耗，并将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三成。

据林宏宇介绍，目前，中俄两国
电力互联线路有3条，分别是110千
伏布黑线（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
—中国黑河）、220千伏布瑷甲乙线

（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瑷
珲）、500 千伏黑河直流背靠背工
程，中俄断面输电能力达到 150 万
千瓦。

截至 2017年底，中方累计向俄
方购电超过 200 亿千瓦时。其中，
2012 年 4 月 1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的中俄500千伏直流背靠背联网工
程，是目前中国规划建设的从境外
购电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输
变电工程，是中俄两国开展能源领
域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克鲁多夫
认为，中俄两国近年来抓住了深化
能源合作的良机，在两国领导人的
重视和推动下，双方能源合作突飞
猛进，高效达成了一系列重大能源
协议。“最可贵的是双方的合作建立

在共赢的基础上。”
克鲁多夫表示，自 2014 年以

来，俄罗斯与西方合作伙伴的关系
恶化，急需弥补能源合作领域出现
的巨大缺口，而近邻中国成为在该
领域合作的首选。中国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也需要加强对外投资，进
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以，中
俄两国未来不仅在电力合作领域，
在石油、天然气、核能等领域，也都
有更广阔的合作共赢空间。“中俄能
源投资方面的合作无疑成为两国经
济战略对接和互利关系的亮点。”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院长林伯强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俄两国相互毗邻，
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由来已久，始
于 1996年两国签署的《关于共同开
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定》。经过 20
多年的合作，在双方政府高层互信、
能源市场互补的关系之上，未来合
作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好。

“通过合作让中国先进的技术、
标准和设备走出去，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这样的合作是典型的互利共
赢。”林弘宇指出，全球能源互联网
发展合作组织倡议和推动的东北亚

联网工程，中俄两国都是重要的参
与方和坚定的实施力量，围绕东北
亚联网及其他双边联网项目，双方
的合作必将越加紧密，也必将取得
更大成绩。

中俄合作丰硕成果织密东北亚能源网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据约旦《明天报》近日报道，伊
拉克消息称，伊拉克方面最终批准
关于在伊拉克境内实施巴士拉-
亚喀巴石油管线项目，要等待伊拉
克 5 月 12 日的大选结果。有关部
门还在研究所有实施项目的可能
选项。

约旦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原计
划 4 月与伊拉克政府签订有关项
目和开发协议，但仍在等待伊方的
批准。

此前有消息说，伊拉克政府有
两个实施该项目的选择：通过私营

投资（BOT）或者伊拉克政府的
（EPC）模式。

据悉，该项目将为约旦每日
供应 15 万桶原油，并建设 700 万
桶容量的油库，以及在亚喀巴建
设一个出口伊拉克的石油港口，
管道的出口量约为 100 万桶/日,
预计石油管道的建设成本为 80—
100 亿 美 元 ，长 度 约 为 1350 公
里。伊拉克政府不会承担任何建
设费用，约旦将向管道在其国内
的部分征收过境费。

（驻约旦使馆经商处）

伊拉克将批准
实施巴士拉—亚喀巴油管线项目

中国华为公司设在巴黎的开放实验室4月3日正式启用。目前，该实验室已吸引超过50家业界领先企业进驻，
将为华为及其合作伙伴在携手发展互联互通、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业务等方面提供开放的科技联合创新平台。

图为观众在华为开放实验室参观。 新华社发 马蒂亚斯 摄

新加坡期搭上“一带一路”顺风车

图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