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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日前裁定中

国输美风电产品对

美相关产业造成实

质性损害。这一裁

决意味着美国商务

部将继续对中国输

美风电产品展开反

倾销和反补贴“双

反”调查。

继中国光伏组件遭受美国“双
反”调查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日
前裁定中国输美风电产品对美相关
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这一裁决意
味着美国商务部将继续对中国输美
风电产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双
反”调查。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对中国应
用级风塔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发生在光伏“双反”调查之后，中
美在新能源领域的纠纷进一步扩
大。由于整体贸易额较小，不会对国
内风电企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应
提防“双反”范围拓展。

专家：对风电企业
经营无重大影响

2011年 12 月 29 日，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接受风塔贸易联盟的申
请，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应用级风
电塔产品启动“双反”合并调查。

风塔贸易联盟宣称中国企业获
得政府补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
美进行倾销，要求对中国的进口风
电塔分别征收超过 64%的关税。

美国时间 2011年 1月 18日，美
国商务部就宣布对中国输美应用级
风塔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12年 2 月 10 日，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当日以 5 票对 0 票的表决
结果认定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对美
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据美国海关统计，2010 年中国
对美出口涉案产品 1.04亿美元。

根据本案调查时间表，美商务
部预计将于 3 月 23 日和 6 月 6 日
分别做出补贴和倾销初裁。

与光伏产品出口美国相比，目
前中国出口美国的风塔并不多。

从产能看，这次调查给中国企
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小。调查的产
品为风电塔架，是风电场建设必需
的关键零部件，用以支撑大型风力
发电机，价格约占整个风力发电机
组价格的 20%左右，售价一般约为
60万美元。

涉案企业之一泰胜对此发出公
告，称 2011 年度公司尚无直接出口
美国的风电塔架订单，公司对美国
风电塔架市场不存在重大依赖，故
本次美国“双反”案对公司生产、经
营无重大影响。

据记者了解，此次双反针对的
是 100 千瓦以上的风塔产品，而泰
胜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为 100 千瓦以
下的产品，并不在美国商务部提起
诉讼的产品之列。

中国机电商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风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根本
原因是市场竞争优势，是近年来中
国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风电
装备企业较高的管理水平、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优势的必然结
果，而非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

作为风机制造龙头企业之一的
金风科技，2011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
斯州 Shady Oaks 的 71 台风机的在
建项目中，叶片均采购自 LM美国工

厂、塔筒采购自美国 Broadwind 工
厂，在美国当地采购零部件占比整
机 60%以上。
而与金风科技合作的美国

Broadwind工厂正是这次提出“双反”
申诉企业之一。
金风科技在给记者的回复函中

称，本次美国提出“双反”中国制造
塔筒对于金风科技并没有影响。
金风科技方面称，金风科技业

务范围没有涉足塔筒制造。而且金

风科技国际化拓展是以技术而非价
格作为竞争优势。目前，金风科技在
美国市场是以风电场项目和机组销
售业务为主。
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萧

函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对于美国风电企业来说，在产业
发展受困的情况下借助于贸易保护
主义打压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风电产
品是其竞争策略之一。对于中国风
电企业来说，这一调查影响了相关
企业应用级风塔对美国的出口，但
是整体影响不大。中国风电企业产
品以内销为主，出口到美国的比例
不高，其中应用级风塔的比例就更
低了。
“从短期来看，美国‘双反’对于

中国风电业的影响要远小于光伏。”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
伯强称，“这次涉案产品仅限于风电
塔架，涉及的设备和企业不多。目
前，中国风电的市场主要在国内，美
国市场也刚刚起步，因此影响有
限。”

“双反”范围或将扩大

中国和美国目前已成为国际重
要的新能源新兴市场。“十一五”期
间，中国新能源产业取得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在光伏组件制造、风机制
造安装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企业。萧函分析认为，从产
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光伏组件出
口占据了全球光伏市场的半壁江
山，风机制造也给其他企业带来了
较大的竞争压力。但是目前国内新
能源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不
高，大多数企业集中于产业的中下
游。整体来说，大而不强是国内新能
源产业的真实写照。
“但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快

速崛起确实给美国新能源企业带来
了较大的竞争压力，这主要是中国
的人力成本远低于美国，这就导致
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机等成本
低于美国，部分美国企业确实受到
了一定的冲击。”萧函表示，虽然美
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掌握
了产业链的高端；中国企业的竞争
优势则来自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处
于产业链低端。但是随着中国新能
源企业对技术的不断重视，与美国
企业的技术水平差异正在不断缩
小，产生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林伯强表示，“随着中国风电国

际化步伐的加快，其国外市场比例
也必然增加。此外，随着美国贸易保
护主义倾向的日趋明显，未来美国
扩大‘双反’范围可能性很大，因此，
长远看，‘双反’影响还是会比较
大。”

针对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
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我国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曾表示，美国此
举不仅破坏中美新能源领域的良好
合作氛围，也损害美国产业自身利
益，这种限制措施与全球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挑战的大趋势
背道而驰。美国此举是将自身竞争
力因素导致的产业发展滞缓问题归
咎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并拟采取限
制措施，中国公众和企业对此强烈
不满。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
主任李稻葵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断
在贸易上打压中国，重要原因之一
便是相关产业因自身成本高而无法
与中国竞争。如果中国不对这种紧
逼行为做出有力回应，美国的无理
招数极有可能“层出不穷”，甚至“招
引”其他国家效仿。若任其发展，势
必增加中国贸易在国际上的风险，
加剧外向型产业受冲击的程度。

输美风电产品遭遇“双反”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专家称，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日趋明
显，未来美国扩大“双反”范围可能性很大，因此，长远
看，“双反”影响还是会比较大。

专家表示，美国“双反”对于中国风电业的影响要远小于光伏。 CNS供图

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正迎来最好的时机。
商务部 2月 1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与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有所下降不同，1月份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87个国
家和地区的 35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 43援76亿美元，同比增长 59援9豫。

在对外投资结构中，海外并购的表现尤为抢眼。山东重工斥
资 3.74亿欧元斩获全球豪华游艇巨头意大利法拉帝集团 75%
的控股权、国家电网以 3.87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
25%的股份、三一重工 3.24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这
其中的投资者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

有观点认为，长期以来中国“走出去”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
端行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

对非、欧投资快速增长

截至 2011年底，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 178个国家（地
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投资 3220亿美元。

在地区投资规模上，中国企业对欧洲和非洲的投资实现了
快速增长。2011年，我国对欧洲、非洲的直接投资分别达到 46.1
亿美元和 17亿美元，同比增长 57.3%、58.9%。其中对欧盟的投
资 42.78亿美元，同比增长 94.1%。

而根据亚欧联合资本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总
额为 680亿美元，对欧洲的股权并购项目总额为 104亿美元，
超过了在美国的并购总额。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瞄准了
市场更加开放的欧洲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许多国
外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估值大幅缩水，这使我国企业的海外并
购迎来历史良机。

数据显示，2011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 222亿美
元, 占我国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 37%。并购领域主要涉及采矿
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中
化集团通过香港子公司以 30.7亿美元收购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巴西 Peregrino油田 40%股权是 2011年我国企业最大的境外收
购项目。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矿产并购也开始升温，有数据显示，
2012年 1月至今，中国能源矿产海外并购案例共 10起，其中仅
1月单月宣布并购的企业就达 8家，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内大型
公司都位列其中。

关注 2012年政治风险
通过并购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我国企业在技术、人才、渠道、

品牌方面的短板得到了很好的补齐。远东集团通过收购德国和
美国两家企业，不仅获得了 9亿美元的国际市场份额，还得到了
高级装备、土地房产和 100多年的著名品牌，花费远低于买设备
扩产的投资。北方重工则因并购法国企业，使自己成为国内隧道
掘进技术掌握最全面、制造能力最强的跨国经营企业。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走出去”规模扩大，
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到去年年底，境外企业已经
有 18000多家，在外人员约 120万人，资产总量超过 1.5万亿美
元。
“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走出去’

战略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
着安全、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

沈丹阳举例说，最近发生的利比亚事件和在苏丹、埃及中
方员工遭劫持等事件，严重威胁到我国境外企业和人员的安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2012年
是全球政治超级特殊的年份。“从政治方面看，今年有 59个国家
和地区面临领导权变更。”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发生意外事件就盲目悲观，更不

应该因噎废食。”沈丹阳表示，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以更加成
熟的心态来看待“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冷静观察、理性应
对。
“国外确实会有政治风险，有商业风险，也有人身的风险，但

是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是可以克服这些风险的。”原外经贸
部副部长龙永图认为，企业一定要自己做好，一定要把投资项目
选好，这才是硬道理。

在政策指导与支持方面，商务部最近发布了《境外中资企
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指南》，这是建设“走出去”风险防控体系
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企业建立科学的境外安
全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事前管理，有效规避和控制风险。

此外，去年 9月，商务部还会同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发布了
《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引(2011年)》，重点介绍了 115个国家的
主要产业发展目标、优先发展产业领域、对外资行业准入规定等
有关信息。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增长近六成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商务部专家称，“走出去”将面临商业、
政治双重风险，海外投资需更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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