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
的释放，科技创新等新经济领域不
断发展，包括A股市场、中国债券市
场的不断开放，将会吸引更多全球
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摩根
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
李晶女士在 5月 7日的摩根大通第
十五届全球中国峰会媒体见面会上
这样表示。

随着中国致力于向可持续、消
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政
策制定者正在通过结构改革、进一
步开放市场等举措接近目标。同
时，中国还通过积极推动经济和产
品创新，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以及“新经济”企业的发展。全球
投资者、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关注度
不断提高，希望在中国市场寻找投
资机遇，制定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
决策。

在谈到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
步开放时，李晶说，人民币计价的
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从

2019 年 4 月起被纳入彭博巴克莱
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并将在 20 个
月内分步完成。“这一举措是中国
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
这将对全球投资界产生积极影响，
表明中国将持续开放其资本市场，
并希望通过此举吸引更多的国际
投资者。”

同时，李晶指出，中国债券市场
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的债券
市场规模为1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
国和日本，并仍在不停增长。目前，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约为中国 GDP
的 90%，而其他主要债券市场规模
约为GDP的200% 至 250%。

李晶表示，尽管中国债券市场
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潜力，但
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者渗透率最低
的债券市场之一。然而，这种情况
正在改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
据，2018 年，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
国债券百分比已经从 1.6%增加到
2.3%，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

海外机构投资者数量从800个增长
到超过1100个。

李晶分析说：“我们认为，与其
他发达市场一样，中国境内公司债
券市场将逐渐成为企业的重要资金
来源。这将促使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参与到市场的加速发展中来。”

当前，国内债券市场仍主要由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券以及金融机
构发行的债券组成。非金融企业
发债规模仅占市场规模的 16%。
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债券市场的发
展进一步增加。

李晶指出，从整体来看，今年以
来，中国股市表现优于全球其他市
场，A股市场反弹伴随着交易量和资
金流动的快速复苏。股市复苏的因
素包括国内政策宽松的迹象、更加
温和的美联储政策、持续的金融市
场开放，MSCI A股权重增加和资本
市场改革等。“在各种各样金融改革
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外国投资者会
有信心和能力在中国进行投资，他

们也配置了很多会讲中文的分析师，
这说明他们想多了解A股市场。未
来海外投资者在配置资产过程中，
对中国的关注度肯定会上升。”

此外，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也会
不断开放。李晶表示，中国资产管
理行业还处在初期，将来中国资产
管理行业会有非常好的前景。因为
中国是全球最高的储蓄国，中国人
口众多，老百姓的储蓄率非常高。

李晶认为，在未来数年，人民币
走向自由流通的过程中，资产管理
行业也会更加向全球开放。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跟进国际金融的步伐也
在一步步加快，在未来几年，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会更加地和全球资产管
理行业靠拢。“另外，摩根大通资产
管理方面有很多的优势，因为摩根
大通资产管理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
理公司之一，而且也有强大的私人
银行，在全球也有很多布局，可以帮
助中国广大投资者寻找最高收益、
最低风险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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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

卢森堡作为欧洲西北部的袖
珍小国，却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蝉联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多
年，因此，它一直充满着神秘感。
近日，在卢森堡投资机遇推介会
上，来自卢森堡相关机构和公司的
负责人向与会者揭开了卢森堡的
神秘面纱。

卢森堡地理位置优越，靠近伦
敦、巴黎、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等欧
洲大城市。作为欧元区首屈一指
的私人银行中心，欧洲最大的基金
中心，欧洲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卢
森堡的人均 GDP 连续多年居世界
前列，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欧盟
国家的平均水平。财政赤字较低，
主权信用保持 AAA 级，这使得它
成为欧盟中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最低的国家之一。卢森堡地形富
于变化，在历史上又处于德法要
道，地势险要，一直是西欧重要的
军事要塞，有“北方直布罗陀”的称

号，因此有良好的运输、物流、通讯
等基础设施。卢森堡的人口也富
于多元化，其中 46% 为来自 170 个
国家的外国人口，允许投资移民，
且劳工许可流程便捷。

来自卢森堡金融咨询公司的
顾鸿华总结说，卢森堡稳定的政
治和社会环境，灵活高效的办事
机构，稳定亲商的政策，良好的商
业法律和监管体系，优惠的税收
环境以及高素质的劳动力成为卢
森堡吸引外来投资的“闪光点”。

除了经济实力不可小觑外，
卢森堡还是众多欧洲机构总部的
所在地。作为欧盟和北约创始成
员国之一，卢森堡拥有欧盟多个
下设机构，如欧洲法院、欧洲议会
以及欧洲投资银行，被称为继布
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后的欧盟

“第三首都”。“世界知名企业包括
Amazon、Millicom,、Paypal,、Apple
iTunes、 Rakuten、 DuPont Teijin

Films、Fanuc Robotics、Skype 等都
把欧洲总部设在卢森堡。”顾鸿华
说道。

2018年，卢森堡的企业所得税
为 18%；增值税（根据行业最高税
率）17%，仍为欧洲最低增值税率 ；
预提税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清算
收益均为 0%；税收损失 17 年可全
抵扣结转税款……凭借有利的税务
环境，卢森堡已和中国大陆、中国香
港、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地区签
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拥有“中国银行欧洲大陆总
部”美称的卢森堡，七大中资银行
即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光大银行均
在此建立了欧洲大陆总部，管理其
他欧洲国家的分支网络，并为在欧
洲经商的中国客户以及在中国经
商的欧洲客户提供服务。 比如，中
国工商银行利用卢森堡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的管理优势在卢森堡成
立了卢森堡分行和工银欧洲。
2010 年，工银欧洲利用欧盟单一护
照的便利，同时完成了巴黎、米兰、
布鲁塞尔、马德里和阿姆斯特丹 5
家分行的申设工作。

此外，卢森堡也是中国基金青
睐的平台。华夏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长城投资控股、汇添富基金、宏
利资产管理公司、东英基金公司等
都选择卢森堡作为其欧洲投资平
台。其他在卢森堡设立的中国公司
还包括三峡、华为、思念、复星等。

“除了金融业，钢铁、复合材料、
汽车零部件制造、物流和航运、信息
通讯技术、卫星开发、媒体制作和知
识产权也是卢森堡的优势领域。”
顾鸿华说。

会上，来自卢森堡的企业对相
关项目进行了推介，涉及电动车辆、
环保房屋、污水处理和水处理等。
其中，生产电动车辆的公司希望同

中国制造商达成合作，开发中国市
场，同时进行技术交流。一家从事
污水处理的公司介绍了该公司生产
的污水过滤器，“不同于传统的污水
过滤器，我们的产品使用陶瓷膜，体
积比一般设备小 5 倍，同时由于占
表面积小还可嵌入到大楼内。”该企
业负责人说，他们的目标客户为连
锁酒店、医院和机场。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卢
森堡进行投资或在当地设立公司。
顾鸿华说，在当地设立公司一般需
要以下流程: 准备卢森堡控股公司
章程；卢森堡银行开户、注册、资本
金到账、银行出具注册资本金冻结
证明；准备卢森堡控股公司董事任
命；公证处成立公司（1 个工作
日 ）；工商局登记，发放注册证书
（5 至 15 个工作日）。“卢森堡有多
种公司形式可供选择，公司设立流
程简单快捷，欢迎更多中国企业了
解卢森堡、扎根卢森堡。”

中国电建集团下属山东电建三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延布三期项目是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燃油电站项目。该
项目承担着为麦地那供水的重任，对沙特政府和人民意义重大。萨赫利是该项目部的一名人事助理，他不仅参与
了该项目建设，还学到了许多知识，他现在把山东电建三公司比作一所大学。图为萨赫利（右二）与中外员工探讨
工作。 新华社发

俄观点通讯社近日报道，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白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
尔吉斯斯坦）有望于 5 月签署关
于建立统一电力市场的协定。此
前，各国在能源部长会议上解决
了主要争议问题——商定将垂直
一体化公司从潜在电力供应商名
单中删去。俄国家能源中心总经
理波拉瓦苏德夫称，俄已将企业
分为竞争型企业和垄断型企业，
白俄罗斯则将垂直一体化公司予
以保留。欧亚经济委员会认为，
建立统一电力市场将使各成员国
用电更为廉价，从而降低产品成
本和消费价格。

摩根大通：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关注度不断提高
■ 本报记者 王曼

《旺报》近日报道，据日本民
间企业最新调查指出，日本上一
财政年度（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
大陆企业对日本企业进行并购与
投资案件量，达到 5 年来新高。
中国大陆企业在上年度参与的日
企并购与出资案达到59件，比前
一年增长了 22%，以过去五年来
看，是数量最多的一年。报道称，
类似的趋势在进入 2019 年度财
年（4 月起）仍将持续，如近期的
日本显示器公司（JDI）入股增资
案中，金主也包括了来自中国大
陆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据塞尔维亚政府网近日消
息，财政部国务秘书斯塔尼武科
维奇在布鲁塞尔出席经济和金
融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感谢欧委
会、欧盟统计局和其他国际金融
组 织 成 员 参 与 评 估 塞 尔 维 亚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的经济改
革计划以及商谈塞入盟的可能
性。塞在吸引外资上取得的成
绩已经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经合组织和欧委会的认可，
未来塞将继续通过结构性改革
来吸引更多外资。

据《宣言报》（Al bayan）近日
报道，迪拜经济发展局（DED）商
业注册及执照部门数据显示，目
前有 18975名中国投资者在迪拜
酋长国共持有 5977 份有效营业
执照。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
DED 共 向 中 国 投 资 者 颁 发 了
2312份经营许可证，其中2014年
颁发了 371 份许可证，2015 年颁
发了 424 份许可证，2016 年颁发
了 396 份许可证，2017 年颁发了
503份许可证，2018年颁发了618
份许可证。在各类执照中，商业
执照数量最多，共4628份，随后是
专业执照 1192 份，旅游执照 132
份，工业执照25份。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
告》，在今年参与评比的 190 个经济体中，阿塞
拜疆位列 25 位，与去年相比攀升了 32 位。该
报告还指出，阿塞拜疆是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
显著的 10 个经济体之一，实施改革措施的数量
创历史纪录, 使其成为 2017/18 年度易营商经
济体。

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驻华
商 务 代 表 特 穆 尔·纳 迪 罗 格 鲁（Teymur
Nadiroghlu）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阿塞拜疆政府采取激励措施从而使该国在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到实体经济方面更具竞争力。例
如，该国的工业和技术园区为投资者提供 7年免
征利润、财产和土地税的优惠政策，投资促进文
件的持有者还可以在园区外开展业务，享受同
等的优惠，当地政府对投资者降低 50% 的所得
税。此外，对用于生产的进口机械和技术设备，
阿塞拜疆也不会征收增值税或海关关税。

“我们还有一个自由贸易区将正式运营，旨
在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运输和制造中
心。”特穆尔·纳迪罗格鲁说，该自贸区总结了很
多其他国家建设自贸区的经验，建成后有望成
为全世界法律制度最为自由的自贸区。中国企
业能否积极参与该自贸区，将决定着该自贸区
建设的成败。

特穆尔表示，阿塞拜疆希望成为中企的贸
易、运输和制造中心，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是阿
塞拜疆营商环境的优势之一。阿塞拜疆拥有该
区域最发达的运输基础设施：6 个国际机场，巴
库以南 60 公里处里海沿岸 Alat 新港口正在建
设，建设完成后年货物吨位将达到 2100 万吨至
2500 万吨，最高达 100 万标准箱。2017 年，从巴
库（阿塞拜疆首都）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
都）的铁路项目完工，并进一步延伸到卡尔斯
（土耳其城市）。这一铁路项目极大地促进了沿
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奠
定了基础。 这条铁路正努力成为经哈萨克斯
坦、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并延伸
至欧洲南部地区，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主要通
道。目前，这条铁路可运输 600 万至 800 万吨货
物，未来，其运输能力将增加到 2000 万至 2 500
万吨。

谈到中国与阿塞拜疆的贸易往来时，特穆
尔·纳迪罗格鲁表示，阿塞拜疆目前向中国出
口的主要商品是石油，希望更多的阿塞拜疆
非石油产品能够出口到中国。阿塞拜疆相关
部门和企业在北京成立了葡萄酒推广中心，希
望以此 能 够 拓 宽 阿 塞 拜 疆 葡 萄 酒 的 销 售 渠
道。目前，阿塞拜疆葡萄酒已进入北京华联
精品超市。

“我们希望扩大中阿旅游合作。2018 年仅
有 1.5 万中国游客来阿旅游，这个数量还很小。”
特穆尔·纳迪罗格鲁还表示，2019 年 3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与阿塞拜疆共和国
国家旅游局签署了《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阿塞
拜疆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预计今年赴阿旅游的中国游客
人数会大幅增加。

根据此谅解备忘录，阿塞拜疆旅游局将为中国游客提供一系
列的旅游优惠政策，包括：将指定该国国内的地接社与中国旅行社
进行接洽，专营中国旅游团队前往阿塞拜疆旅游的事宜；将开设电
话热线，为中国游客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将全面受理银联卡业务，
积极推动银联卡业务的本地化服务；将为中国旅游团队提供旅游
安全需知等服务；中国游客前往阿塞拜疆旅游期间，将受到阿塞拜
疆法律的保护。

改善营商环境是目前各地的
重点工作。如果仔细推敲，营商
环境其实是一个总称，其中涵盖
方方面面的要素，例如创新、人
才、基础设施、税收、治安、商机、
司法公正等等，招商部门、文化部
门、旅游部门、宣传部门都在其中
扮演重要角色。例如，2018 年国
家层面新成立的文化和旅游部将
文化和旅游职能结合，确实可以
更好地发挥二者合力，是很好的
方向。而在地方政府的部门职责
中，招商引资一般由投资促进局
或招商局负责，吸引游客一般由
旅游部门负责，城市文化交流和
文化推广一般由文化部门负责，

在城市宣传推介方面地方宣传部
门也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看到，在不同部门各司其
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城市推广
整体的统筹规划显得尤为重要，不
是单单就旅游论旅游，就文化论文
化，或者就招商论招商，而且还要
努力改进以往显得枯燥、刻板的做
法。或者说，这种整体的统筹规划
比招商引资、改善营商环境、吸引
游客更全面一些，也更拔高一些，
兼具实务性和抽象性，其实已经上
升到“城市营销”的高度。

尽管“城市营销”一词在中国的
流行程度远不及“营商环境”和“招
商引资”，但其重要性和战略价值亟

待发掘，而且国外一些知名城市早
已从城市营销的高度来对城市发展
和城市推广做整体谋划，这其中并
不乏成功案例。例如，纽约是全世
界首个创建专门的城市营销部门
的城市，有专设的纽约营销开发公
司，并因这一创新举措获得国际性
的认可，也被一些国家学习模仿。

如果把招商引资、营商环境
上升到城市营销高度，就是让城
市经济未来的发展步入快车道。
当然，城市营销对创意提出了更
抽象、更灵活的要求，同时也可以
打开被招商引资等经济考量限制
住的思路。当身处沙漠，除了石
油外没有其他什么优势，反而劣

势一大堆的迪拜，在 1999 年建成
外观如风帆的阿拉伯塔酒店时，
或许没有多少人觉察到这对迪拜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当这家被称
为帆船酒店的酒店以其奇特造
型、豪华设施和顶级服务很快在
全球走红时，迪拜在吸引游客和
招商引资方面突然就多了一项巨
大的优势。迪拜人的聪明之处不
止于此，他们还建成拥有海底世
界的亚特兰蒂斯酒店和迪拜海底
酒店，将这方面的奇特创意带来
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放大。

在城市营销方面，悉尼也有自
己的奇招，推出“世界上最好的工
作”系列招募活动，从招募大堡礁

的护岛者，到招募北领地的“内陆
冒险家”等等，用很少的宣传费用
吸引了世界很多媒体的主动报道，
并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应聘者。

从国际上很多城市营销经典
案例来看，一些成功的城市虽然有
自己历史悠久的强项，比如维也纳
被誉为音乐之都、日内瓦被誉为国
际会议之都，但包括中国很多城市
在内的城市却可从国际上那些经
典的巧招、奇招中感受到，城市营
销绝不是简单地比拳头、拼硬件，
也不只是比历史积淀和传统优势，
只要有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和好的
创意，“丑小鸭”城市也可能走红，

“咸鱼”城市也可能翻身。

机遇之国卢森堡
■ 本报记者 张海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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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国家
将建立统一电力市场

中资企业并购日企
规模创5年来新高

塞尔维亚将通过
改革吸引更多外资

在迪拜投资的中国企业
总数达5977家

找准差异化定位 城市营销创意不妨多一点
■ 刘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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